
 

 

        國立國立國立國立臺臺臺臺灣師範大學灣師範大學灣師範大學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學系系系系 
  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碩士論文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日籍學生於華語日籍學生於華語日籍學生於華語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課堂課堂課堂   

表現表現表現表現之之之之因素探究因素探究因素探究因素探究 
 

The Study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n 
Japanese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指導教授：：：：信世昌博士信世昌博士信世昌博士信世昌博士    

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    生生生生：：：：笹川優子撰笹川優子撰笹川優子撰笹川優子撰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七七七七月月月月





 

-i- 

影響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影響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影響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影響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 

表現之因素探究表現之因素探究表現之因素探究表現之因素探究 

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日籍學習者、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 

有些語言學者 (J. V. Neustupny，2010 ; 白井恭弘，2008) 提及:「日本

人不容易學習語言，尤其從日本人習得英語過程中即發現許多明顯問題」。

日本人本身的民族性較封閉，故學習心態、運用外語表達自我等方面需突破

的難關甚多。以上特徵導致日本學生在外語學習課堂上易失去自信，師生互

動上易產生誤會，且同儕關係容易影響到個人學習等問題。本研究針對三個

課堂因素來探討：首先「個人因素」是探討日籍學生在華語課堂上學習態度

之個別差異，以及影響他們表現之因素。其次「師生互動」為探討日籍學生

與華語教師對彼此的看法及溝通互動上之問題。最後「同儕互動」為探討日

籍學生對同儕的看法，及同儕互動對日籍學生在語言學習上之效果。收集到

的資料可歸納出各個課堂因素的結果及傾向，針對「個人因素」，不少日籍

學生認為他們受到的日本教育或英語教育的影響很大，無法有自信的表達自

己的意見，甚至連自己的想法都搞不清楚，因此十分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

雖是自己決定學習華語，或是來台學習，皆甚有意願努力學好華語，然而這

些心理因素使日籍學生難以擺脫負面的習性。至於「師生互動」，大多日籍

學生認為教師在語言學習上左右他們的學習成就，而且他們較喜歡與公正專

業的教師學習，不過由於不少學生認為師生之間關係太密切因而產生反效果，

故冀望師生之間仍然保持適當的距離。另外，華語教師認為不少日籍學生較

不允許自己犯錯，且怕與他人起衝突而不敢表達個人意見等傾向，抑或不找

教師談個人之真正想法也是教師感到困擾的問題。最後，關於「同儕互動」，

許多日籍學生認為個人或小班課學習的效果更好，儘管如此；在異文化中與

不同背景的學生互相競爭、刺激成長亦是語言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之要素，

不僅能夠提高語言能力，甚且能培養個人成長的良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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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n 
Japanese Student’s Performances 

in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Abstract 

Keywords: Japanese Learner, Individual factors,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Peer-Interaction  

    Some linguistic researchers such as J. V. Neustupny in 2010 and Shirai in 
2008 advocated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Japanese to study language, from their 
process of learning English to discover there are many obvious problems in 
particularly. ＂There are quite many difficulties to breakthrough for Japanese 

for instance, the attitude toward study and applying foreign languages for 
expressing oneself due to their closed nature of nationality. These above 
mentioned the characteristics lead to Japanese Chinese learner lack of 
self-confidence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 The misunderstanding interaction is 
also inclined to appear between their teacher and them, moreover the peer 
relationship also influences their individual study easily.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ree factors in classroom: firstly, Individual 
factors are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Chinese learning attitudes an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ir performance. Seco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for the viewpoints from each other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for the problems of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At last, Peer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s for the Japanese student’s opinions toward to their 
peers, as well as the language learning effects of the peer interaction for 
Japanese students. 

   This research can summarize each individual result and tendency for these 
factors of classroom from th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In regard to Individual 
factors, there are quite a few Japanese Chinese learners consider that they have 
been enormously influenced by Japanese or English education, so that they lack 
of self-confidence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even having been confused by their 
own ideas. Hence, they are easily to care people’s opinion to them. They all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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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ng to endeavor to master Chinese or study in Taiwan by their own wills, 
nevertheless, they are difficult to dispel the negative nature of these mental 
factors.     

   With respect to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majority of 
Japanese Chinese learners are aware of teachers deeply affect their achievement 
of language study. In addition, they mostly prefer to learn from the just and 
professional language teachers. However, they expect to keep appropriate 
distance with teachers due to the reverse effect easily caused by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teachers and them. Chinese teachers consider quite a 
few Japanese students who do not allow to making mistakes relatively and are 
also apt to be afraid of expressing individual opinions for avoiding confrontation. 
Moreover, teachers are perplexed by Japanese students who are unwill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frankly. 

   At last, regarding the Peer-Interaction, many Japanese Chinese learners 
assume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or fewer members of language class are more 
effective. Despite of it, the indispensable factor also contains the interactive 
competition and inspiration among student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in 
different culture since it can not only enhance language proficiency, but also 
cultivate the favorable experience for the personal uniqu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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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日本人学習者、個人的要因、教師·学生間におけるインタアク

ション、クラスメート間におけるインタアクション 

 著名な言語学者(J. V. Neustupny 2010、白井恭弘 2008) 等多くの文献に

「日本人が外国語を習得するのは容易な事ではなく、特に英語学習の過程

で多くの問題に直面する」といった問題が討論されている。日本人本来の

民族性が閉鎖的であるが故、外国語を通じて自己表現をしたり、積極的な

学習態度を保つ事が必要とされる外国語学習の過程で壁を感じる日本人

学習者は非常に多く存在する。この様な言語学習における難題は日本人学

生が外国語学習の授業で自信を無くしたり、教師とのインタアクションの

中で誤解を生んだり、クラスメートからの影響を受け易いといった問題を

引き起こす。 

この研究では三つのクラス要因で構成され、まず「個人的要因」は日本

人学習者が中国語クラスにおける学習態度の個人差及び学習表現に影響

する要因の検討。二つ目の要因「教師·学生間におけるインタアクション」

は日本人中国語学習者と中国語教師の互いに対する見方及び教師と学生

間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おける障害に関する問題の検討。三つ目のクラ

ス要因「クラスメート間におけるインタアクション」は日本人中国語学習

者にとってのクラスメートの存在、クラスメートとのインタアクションが

日本人学習者個人の学習にもたらす効果など、以上三つのクラス要因を中

心に研究を行った。 

収集した研究資料を基に、それぞれのクラス要因における結果と傾向を



 

-vi- 

まとめた。結果、「個人的要因」において、多くの日本人学生が英語教育

を含む日本の教育に大きな影響を受け、自信をもって自分を表現する習慣

が無く、自分の考えがあるかさえ分からないと感じる事が多々ある。また

自己に対する他人の見方を非常に気にしてしまうといった傾向が見られ

た。中国語を学習する事また台湾留学することを自らの意志で決め、中国

語を習得するために皆努力しているが、上記の様に日本で培った受身な態

度が外国語を学習する上で大きな障害となっている。 

「教師·学生間におけるインタアクション」において、多くの日本人学

生の言語学習において教師が果たす役割は非常に重要であると感じてお

り、かつ公正で専門的知識を持った教師の授業を好む傾向が見られた。ま

た日本人学生の中には、教師との親しい関係が学習に影響する事を懸念し、

教師と一定の距離を保っている事が分かった。一方、中国語教師の日本人

学生に対する見方として、日本人学生は授業中間違いを犯すことを避けた

り、人と衝突する事を恐れ主観的な意見を言わない傾向があるといった見

解が見られた。最も教師を悩ます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上の問題として、日

本人学生が教師に自分の本心を打ち明けないことが挙げられた。 

最後に、「クラスメート間におけるインタアクション」においては、半

数以上の日本人学生が一対一または少人数制の言語クラスが最も学習効

率が良いと考えているものの、他国の学習者と多文化クラスの環境の中で

競争心を高め刺激を受けながら成長していく事は言語学習の過程の中で

無くてはならない要素であり、クラスメートの存在は言語能力を高めるだ

けでなく、人としての成長を促す大きな存在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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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共分 4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相關名詞釋義；第四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中國與日本不管是在歷史、文化上，各方面一直以來都維持密切的關係。

對日本人而言，中國的漢字令人感到親切，假如從來沒碰過華語，他們還是

可認得一些漢字，因而帶給日本人一些安全感。這幾年，受到中國經濟愈來

愈成長之影響，學習華語的意義變得重大，惟只在日本學習華語仍不夠，不

少人到台灣、大陸留學。隨著日籍華語學習者的增加，日籍學生在學習華語

上的各種問題也逐漸浮現。日籍學生在學習上本來具有的能力很好，其學習

能力不輸給其他國家的學生，不過在華語教學，或其他外語教學有關的研究

中常提到「日籍外語學習者受到的心理因素等學習障礙」、「如何減輕日籍

學習者在課堂上受到的壓力」(王順洪，2008 ; 王學松，2001 ; 張莉和王飆，

2002)等問題，導致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起來，較

不積極、無法好好表現自我等，到底有何種的壓力或心態阻礙到他們的語言

學習?因這些問題造成學生不熱中參與、課堂氣氛也變得較沉默等等，對華

語教師而言，也是個相當大的考驗。 

不少語言學者提倡(J. V. Neustupny，2010 ; 白井恭弘，2008):「日本人

不容易學習語言，尤其是日本人習得英文過程中遇到許多問題」等等，日本

人本身偏是較封閉的民族性因而限制學習外語，也造成學習心態、運用外語

表達自我等方面的難關甚多。許多學者注意到此問題而進行研究，尤其是在

英語教學領域中提到日籍學生在課堂上感到心理不安: 例如，缺乏自信、過

度在意在別人眼光、教師與其他同學對自己的評價等等，針對日籍學生的課

堂表現相關的研究問題也相當多。 

值得研究的是，石慧敏 (2001) 和王姜梅 (1997) 指出這些學習外語時

感到的心理作用、不安有可能與學習環境有極大的關係，對學生而言，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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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部分來自於教師，部分來自於同學，一般的學生通常在母國學第二語言時

同學都是自己國家的人，因此同一個民族的學習氣氛都一樣，讓學生較放心，

能夠保持原來的自己等等。可是到國外學習語言的環境跟母國上的課程模式

完全不一樣。舉例來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大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 1500多個學生，而其中日本學生的人數每年

高達 200到 300多位1，且每個班上有各種國籍的同學一起上課。許多日籍

華語學習者在此國際多元化的上課環境中如何表現自我?在與母國的學習語

言環境相當不同的情況下，日籍學生的學習心態如何? 這些問題是否來自於

日本人本身受到的教育觀念、社會文化的風氣影響到語言學習? 還是只是個

體個性或學習心態產生的問題?研究者個人也是研究華語教學領域，同時，

也是日籍漢語學習者，較能夠了解日籍學生對學習華語的感受、需求、滿意

度等等，因此透過此研究希望對這些問題深入的面對並且找出減輕日籍學習

者受到的學習問題因素，更希望日後能對華語教學有所貢獻，然後促進更進

一步地發展。 

    本論文全文一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研

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範圍及相關釋義；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探討分析外語學

習與情感的關係，日籍學生的外語學習現象，對比日籍學生與其他亞洲國家

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再深入探討、日籍學生在學習上的自我評估及他們與

華語教師、同學之互動等等。第三章為介紹本論文的研究方法與工具、研究

架構、研究流程、資料蒐集與分析。第四章為需求分析，以訪談、問卷、課

室錄影觀察記錄等研究資料來源來分析結果且歸納出傾向。第五章為結果與

討論，在這裡討論日籍學生的個人因素、學習心態對學習華語的影響、與華

語教師、同學的互動對日籍學生華語學習的影響。最後，以研究資源分析出

來的結果來歸納出本研究的問題，而找出日籍學生、華語教師如何對待處理

問題來作為建議。 

  

                                              
1 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例年留學生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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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研究者 6 年前到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學習兩年半的華語。這兩年

半之間，研究者向 10名老師學習華語。與師資專業的本地老師、與不同國

籍的外國同學學華語是個既快樂、又寶貴的經驗。不過遇到的老師、同學愈

多，愈開始感覺到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等因素影響我的語言學習甚大，而我

目前也是日籍外語學習者的身分，因而我得面對上述提到的問題，例如學外

語時受到易失去自信、低估自我等學習心理障礙，這些因素易干擾學習外語

的進度，也無法發揮自己的能力，在與師生、同儕互動之間無法表達自己的

意見等等。首先以個人背景為例:身為受到 13年多之日本教育的學生而言，

已習慣在課堂上不發表自己的意見、有問題也不問等的被動學習的型態，因

此，學習語言，還是難以擺脫過去的學習習慣，且難以改變對教育的觀念及

心態。第二個因素以華語教師為例:遇到難以相處的老師，研究者的華語就

開始變得不自然，以及無法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若師生之間無法建立一個

良好的關係，不可避免影響到學生並且在學習上造成巨大的不安、不滿，且

受到無法形容的壓力。最後一個因素則是以同學為例，若班上有個同學具有

的語言能力頗高，加上其學習環境易受到表現較好的學生之影響及操控的情

況下，有些日籍學生便會開始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感到沒自信，怕被其他同學

取笑等等，產生不積極參與課堂的現象。王有芬 (2003) 提到:引起這些障礙

原因為除了自己特有的個性之外，日本人從小受到的教育之影響、日本人的

民族性等等，對外語學習的錯誤觀念等等。另外，老師對學生的態度、跟同

學的親近度等學習環境也有關係，如此看來，許多因素導致日籍外語學習者

在學習上的干擾。 

本論文的研究構想即是探討日籍華語學習者的學習心態及他們在課堂

上的自我評估，加上從外來因素:華語教師、同學帶給日籍學生的影響，則

是關注「日籍學生–華語教師–同學」之間的關聯，並且研究者希望不僅以華

語教師的身份，還有以學習者的角度來探討日籍學生、華語教師之間互動上

的問題，並且找出華語教師應如何提高日籍學生的學習意願之教學策略等。 

於華語教學領域當中深入探討此問題的研究不管在華語地區、日本仍不

夠多，研究者認為不少華語教師也在與日籍學生互動當中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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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教學上感到挫折感。 

經過訪談、課室觀課錄影記錄與問卷分析，希望能夠分類影響日籍學生

的學習心態、表現之傾向因素，並且更進一步地了解日籍學生對學習華語的

問題與需求，何種學習環境能夠使日籍學生放心的表現，且幫助減輕他們的

壓力。身為教學者遇到如此狀況時應如何改進較好?希望藉由研究出來的分

析結果能夠建議具體的解決方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研究目的在於探索日籍華語學習者於華語課堂上的表現受到哪些因素

的影響，進行分析其影響因素的來源何在。這些研究結果日後將有助於華語

教學者更易了解日籍學生的特質及需求，增進教師與日籍學生的課堂互動。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分成三種課堂因素 (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

每層面有幾個探討觀點。 

一、個人因素 

1. 日籍學生如何評估自我學習表現?  

2. 性別、年齡、語言程度、留學經驗、使用華語的頻率等的個人相關因素

是否影響到個別的學習表現? 

3. 日本傳統教育如何影響到日籍學生學習外語? 

探討日籍學生無法適應學習外語的環境時，干擾他們在課堂上的表現之

因素是什麼，這可能不只是來自於個人的問題，而是跟他們本身受到的日本

教育方式、日本社會文化、民族性有關，針對這些觀點來探查其問題。另外，

具有不同華語能力的日籍學生，語言能力對課堂表現及心態的影響力，例如，

假設初級學習者對自己的語言能力不夠自信，而課堂上較易畏縮等，而隨著

中級到高級漸漸培養運用語言能夠自我表達的能力等等，研究華語程度與學

習表現的關聯性。另外，本研究更加專注對比以下兩種情況之日籍學生:常

出國或曾經到國外生活過之經驗的學生，與以前未有出國經驗而第一次來到

台灣留學的學生是否對學習外語的心態有差異，他們面對語言學習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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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如何處理問題，在自我表現方面可看出何種差別等等。 

二、師生互動(包括學生對教師、教師對學生) 

1. 日籍學生如何看待華語教師? 

2. 華語教師如何看待日籍學生? 與其他國家學生之間的差別是?  

3. 華語教師認為師生之間存在何種問題? 

華語教師於華語課堂上提供日籍學生的各種回饋、採取的互動與學生的

學習表現之間有何關係。什麼樣的回饋與互動促進日籍學生積極的參與課堂，

與帶給相反的效果之情況。另外，觀察不同國籍(台灣籍、大陸籍、日籍)的

華語教師採取的互動、回饋對日籍學生的影響，學生對華語教師的需求、上

課感受之差別。 

三、同儕互動 

1. 同學的存在帶給日籍學生的語言學習何種效果? 

2. 班級類型(日本人單一班、與外國人一起的混合班)如何影響到日籍學生的

學習?  

探索日籍華語學習者是否受到同儕的影響造成增加心理因素等障礙而

影響學習表現，還是帶來良好的刺激而增加學習意願等等。從兩種學習環境:

在班上都是由日本人構成的單一班級，或者在由不同國籍的學生構成的混合

班，日籍學生的學習表現出現哪些差異?另外，觀察同學之間產生的同儕意

識、習俗文化差異、競爭力等的刺激因素到底對日籍學生的學習帶給何種影

響。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研究範圍與相關釋義研究範圍與相關釋義研究範圍與相關釋義研究範圍與相關釋義 

一一一一、、、、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論文研究限制三種範圍，第一個探索日籍學生的個體因素如何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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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習，第二個是日籍學生與華語教師的互動如何影響到華語學習，第三

個與同學的互動如何影響到華語學習，從這三個不同的關鍵來找出影響到日

籍學生在課堂上遇到的問題，及華語教師在課堂上如何調整且處理這些狀

況。 

二二二二、、、、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本研究的相關名詞的釋義如下: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本研究指的個人因素為性別、年齡、程度、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使

用華語的頻率等個人背景對學生在課堂表現之影響，其包括日本的教育、社

會文化、民族性對個人的語言學習之影響。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 

本研究指的師生互動包括:透過課堂師生對雙方的看法、期待，經過各

種教學活動、教學策略，學生與華語教師遇到的溝通上的問題。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 

本研究指的同儕互動包括:同學在課堂上的交談及合作交流方式，另外，

從同儕人群中可看到的個別學生的表現差別。 

4.課堂表現課堂表現課堂表現課堂表現 

    本研究指的課堂表現定義為日籍學生於課堂上的發言、口頭報告、師生

互動、同儕互動、分組活動．討論等，將焦點設定於個人表達與教師、同學

的互動產生的表現。 

5.學習外語學習外語學習外語學習外語上的上的上的上的心理心理心理心理壓力壓力壓力壓力 

    本研究指的學習外語上的心理壓力是在學習語言過程中所特有的，對與

課堂語言學習有關的自我意識、感情及行為明顯的憂慮與恐懼。此包括對自

己的期望，自己的表現、能力跟別人比較，在意老師、其他同學對自己的評

價等等，大多是自己在學習上造成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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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為文獻探討，文獻探討分為四個大支柱且各相關文獻來支撐本論

文研究之理論及基礎，並證明進行本研究的價值意義。文獻探討的結構為

第一節探討日本的教育、英語教育、華語教育型態;第二節為影響外語學習

的因素;第三節將探討日本人之特徵;第四節則是探討影響學習的個人因素、

師生互動及同儕互動帶來學習之影響。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日本的教育型態日本的教育型態日本的教育型態日本的教育型態 

本節探討日籍學生與教育之間的關係，不少研究及華語教師提到日籍

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之差別，通常日籍學生被認為較被

動、不習慣主張自己的意見、怕在課堂上犯錯等，研究者懷疑學生的學習

態度與學生受過的教育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於是，從在日本受的「義務教

育」、「英語教育」、「華語教育」這三個不同的教育型態探討教育對日

籍學生的影響，且尋找日籍學生的學習態度傾向於被動的問題根源。 

一一一一、、、、日本人接觸的各個不同學習環境日本人接觸的各個不同學習環境日本人接觸的各個不同學習環境日本人接觸的各個不同學習環境 

(一一一一)寬裕型教育寬裕型教育寬裕型教育寬裕型教育 

日本的「寬裕教育」2制度帶給學生何種學習效果? Steve T. Fukuda、

坂田浩 (2010) 指出年輕一代的日本學生接受寬裕教育後，他們的學習態

度出現了一些問題，雖這些年輕的日本學生希望「擴展自己的能力」、「能

夠具備能應用於工作的技術」，不過，常在他們身上看到「與其自己思考

行動，不如等到指示」、「因他們怕犯錯，對有責任性的工作感到不安」、

「他們認為被讚揚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而不願被罵」等傾向。佐藤学 

(2001) 針對受過寬裕教育的大學生進行調查及了解他們對寬裕教育的看

                                              
2 寬裕教育便是在日本 1980、1992、2002年照學習指導要領施行的教育，減少灌輸知識型的教

育方式，使學生過充實的學校生活為教育理念，2013年目前只在高等教育學校施行其教育（引

自:http://ja.wikipedia.org/wiki/ゆと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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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結果顯示:寬裕教育帶給學生的印象為「知識不足，不具備一般常識」、

「精神上較脆弱，不習慣被罵，缺乏交際能力」、「成長的過程被縱容，

加上缺乏社交能力，不善於察覺周圍的狀況」、「被罵就反抗」等負面評

價居多，而寬裕教育不一定能帶給學生良好的效果。老沼由加里、木村心

悟、崔善女 (2009) 提到於寬裕型教育，教師的角色並不應是傳授學生知

識，而是管理並幫助學生得到學習的能力才是主要的工作，故探索學生的

興趣並創造學生能夠主動參與的學習環境，才是主要的工作。 

(二二二二)灌輸知識型教育灌輸知識型教育灌輸知識型教育灌輸知識型教育 

老沼由加里、木村心悟、崔善女 (2009) 提到所謂的「灌輸知識型」

教育是較不考慮學生的興趣、學習意願，而將教科書上的知識灌輸給學生

的教學方式，因此由教師掌握課堂，而非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其不如寬

裕性教育重視每位學生的特徵，並採用多元化的教育方式教導學生。因課

程內容大部分以教科書為主，上課採取講課的方式，故教師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教師的教學目標為提高班上的成績。 

Hayashi (1997) 指出日本的一般課程採取「一位教師對全體」之聚散

課程模式，教師專注於將知識傳達給學生，且教師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講

課，很少給學生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此上課方式不鼓勵學生挑戰教師或

同學，在他的研究裡發現，其實日籍學生也不習慣挑戰。另外，受試者的

日本大學生認為「上課時不該打擾課堂進度，安靜的學生才是最佳的學生」。

對於「當學生交換意見時，同學之間發生衝突的接受度」，其比率來看，

美國學生對交換意見上的衝突接受度高達 87%，無人選「非常無禮」，對

於日籍學生，只有 32%的日本學生接受其行為，剩下的日本學生選出「有

點無禮」或「非常無禮」，兩國的結果顯然截然不同。 

二二二二、、、、日本主要的外語學習型態日本主要的外語學習型態日本主要的外語學習型態日本主要的外語學習型態 

(一一一一)英語教育英語教育英語教育英語教育 

今仲昌宏 (2001) 指出在日本的英語教育相當缺乏針對「聽力」、「說

話」、「寫作」訓練，在日本教導的英語教育大多將重點放在語言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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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英語具有簡單且明確的語言特徵。不過，日語本身較沒有習慣直接

明確表達意見的習慣，因此日籍學生需特別訓練針對某個話題進行討論，

表達意見之方式，但在日本的英語教育中較缺乏加強此語言要素，故無法

培養日籍學生自我表達的能力。清田洋一 (2012) 提到日本國中、高中的

英語教育停留在吸收基本知識階段，故教師測試學生時乃是依照固定年齡

所設定的文法、詞彙上的知識，且學校在意「學生不會什麼，而不是學生

會什麼」來安排課程。這種無法鼓勵學生發展且否定學生能力的教育方式

導致學生在國中階段感到挫折感、跟不上英語課程的進度，當他們接著上

高中、大學時，他們學英語的態度會變得不積極，也無法提高他們的動機。

另外，盧濤 (2007) 調查一般大學生對學習英語的看法，他們認為「會說

英語就能夠受到大家的尊敬」、「學英語的理由就是相當酷」、「為了使

大家崇拜我，所以努力學英語」等，他們學英語的動機來自於他人對自己

的肯定，這可能是整個社會對英語的過度評價所帶來的結果。不過，4 成

以上的學生認為對國中、高中時代的英語教育，所謂的「為考試學的英語」

感到不滿意，例如，「對國中、高中時代的英語課從來未感到樂趣」、「於

國中、高中時代的英語課能夠學到的知識甚少，幾乎不實用」，且學生的

學習能力愈好，對國中、高中時代的英語課感到不滿的機率愈高。 

張小杰 (2004) 針對中國與日本的高中生進行調查他們的學習英語動

機，張將這中日高中生各分成兩組，第一組為英語考試成績好的學生，第

二組為成績較低的學生。其結果發現;成績好的中國高中生認為影響到英語

學習的因素為學習不安、英語的重要性，成績較低的學生的動機因素則是

對學習英語的需求，為了在聯考得到好成績、未來能夠找到好工作等等，

這才是他們學習英語的最大的目的。對於日本高中生，成績好的一群認為

對英語學習的強烈動機與對學習英語的不安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成績較低

的一群則是認為對國外的憧憬變成影響到他們學習英語的因素。兩國學生

對學習英語的動機有所差別，中國學生對語言的學習態度稍微實際一點。 

((((二二二二))))華語教育華語教育華語教育華語教育 

王順洪 (2008) 指出在日本的大學外語教育中，長期存在重閱讀但輕

實踐和輕聽說的傾向，大多數的大學生經過四年的華語學習，全體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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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夠用華語進行一般性交流的學生還不到一半。大學的華語教學終究離

不開日本外語教育體制的限制，從課室安排來看，作為主修的華語課的時

間太少，華語口語課更少，每週兩小時，四年總共不到 200小時，作為專

業華語課，口語課的課時如此之少，不利於學生華語聽說能力的提高。 

郭春貴 (2000) 提到日本的大學第二外語華語班一般為 30-50位學生，

最多者甚至超過百人。教學方式主要為教師掌控課堂，教師講解、翻譯，

難以安排會話練習。相反的，在美國的大學上的華語課與其他外語課同樣，

注重交際能力的訓練，班上差不多有 20 位學生一起上課，上課注重會話

的練習。關於在日本的大學擔任華語課的教師，大多由日本籍的教師來教

導，加上一些中國籍的華語教師，基本上以日語進行教學及操練。不過近

幾年教學方式有所改變，中國籍的華語教師愈來愈多，以華語來授課的機

率漸漸增加。因此，缺乏口語練習的語言環境下導致日籍學生在語言學習

上易感到壓力，無法訓練透過外語展現自我。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節探討了日本的教育型態如何影響到日籍學生的學習表現，根據相

關研究文獻，日本的教育模式一直以來採用灌輸知識型教育，教師掌握課

堂，且學生順從教師所教導的一切。如此教育模式導致不管學生學什麼，

學生變得被動、未培養思考自己的想法或意見，但在外語學習課堂，當學

生被要求必須主動發言、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情況下，會出現日籍學生遇到

難以適應「表現自己」之問題。於是，長久以來在日本受過的教育對日籍

學生的學習心態影響相當大。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影響外語學習的因素影響外語學習的因素影響外語學習的因素影響外語學習的因素 

本節將探討影響外語學習者的學習心態之因素，不少研究者認為學習

語言需積極強烈的學習動機及意願，為了邁進自己所設定的目標，是否能

夠對自己負責任、積極與他人溝通交際為相當重要的關鍵。除了上述學習

態度之外，學習者的個性、性別、年齡、語言程度、留學經驗、使用華語

的頻率等個人的相關背景因素對外語學習的影響相當大，故透過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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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來探討這些個人因素與外語學習者之間的關係。 

一一一一、、、、學習動機及態度學習動機及態度學習動機及態度學習動機及態度 

(一一一一)自我決定論自我決定論自我決定論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Deci & Ryan (1985，2002) 的自我決定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提出人對事情的動機來源如何涉及社會文化要因及發展之疑問，還有其理

論主張學習者的學習動機能夠提高的原因來自於三種心理需求 

(psychological needs);第一個為自律需求(autonomy):自己決定自己的行

為，且自己負責任。第二個為實力需求(competence):希望有機會給他人看

自己的實力、自信。第三個為互動關係需求(relatedness):與周圍的人、社

會維持密切的關係，與他人保持良好的連帶感。Deci & Ryan主張在自我

決定論中滿足這三種心理慾望的結果，學習者的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會自然的提高，故針對學習課題很積極的參與。Deci & Ryan 

(1985) 將自我決定度的程度從高到低共分成四個程度，其過程模式如下。 

 

圖 二-1 自我決定度的程度 

資料來源 : 研究者翻譯並整理自 Deci, E. L., & Ryan, R. M. (1985)  

   八島智子 (2003) 歸納 Deci & Ryan (1985) 主張四個階段的外在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外在規範(External regulation)為重視利益，避免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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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等從外力控制(例如:為了拿到學分、不想被罵)，內化規範(Introjected 

regulation)為遵守給自己的規定(例如:自己決定每天要看書，否則覺得罪

惡感)，認同規範(Identified regulation)為注重其活動給自己帶來的價值而

去做(例如:為了學習音樂，需要到海外留學等)，統整規範(Integrated 

regulation)為了自己的價值觀、必要性，採取平衡的選擇(例如:為了成為

有國際觀的人)。 

廣森友人 (2005) 照 Deci & Ryan的三種心理慾望進行調查提高外語

學習動機的要因，發放給在日本修英語課之大學生問卷調查，其結果發現，

對於自律性與能幹性慾望之間的關係，以自己的意願學習的學生，他們對

自己的學習行為易感受到對自己的成就感。另外，認為課堂上人際關係良

好的學生，也就是滿足關係性慾望的人，他們認為教師寬容的接受學生的

要求，也可滿足自律性慾望。還有，認為自己學習很能幹的學生，這樣的

學生也認為自己在課堂上的人際關係良好，故證明這三種心理慾望之間存

在著密切的關係，同時，這些要因也決定課堂環境及氣氛。 

(二二二二)溝通的意願溝通的意願溝通的意願溝通的意願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有些人很積極的與他人溝通交流，有的人完全不願與他人溝通，到底

其差別在哪裡?不少學者對其議題感到疑問，因而進行研究。MacIntyre & 

Clément & Dönyei &  Noels (1998) 將第二語言習得上的「溝通的意願」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定義為「使用第二語言在特定的狀況與特定的

人願意對話之意願」，且 MacIntyre也構成了影響到 WTC 之各種因素之概

念模式。 

從最底層來探討，第六層為「接觸不同團體背景之互動關係」

(Intergroup Climate)表示團體內的不同歷史、政治關係影響到溝通交際:

「個性」(Personality)不只個人的個性、民族性也可能影響到溝通交際的

因素之一。八島智子 (2004) 提到尤其是「個性—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自信—WTC」的連貫直接影響到學習者在教室裡學習第二語

言時感到的情感(引自小林明子，2006)。第五層為「成為目的語國家成員

之學習態度」(Intergroup Attitudes)代表若想成為目的語國家的成員，則會

努力學習。若敵視目的語國家，可能學習目的語遇到障礙:「對社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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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Social Situation)表示對話的場面或目的影響到溝通交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為對第二語言的知識及運用能力。 

第四層則是:「有與目的語他人互動之動機」(International Motivation)

代表以何種理由與何種人溝通等的個人動機:「接觸不同團體之動機」

(Intergroup Motivation)希望與不同背景的團體溝通交際之動機:「自信」

(Self-Confidence)表示使用第二語言時能夠不被狀況影響到的自信。第三

層為直接影響到 WTC 之因素:「與特定的對象溝通的慾望」(Desire to 

Communicate with a Specific Person)與「當下與他人溝通的自信」(State 

Communication Self-Confidence)。WTC 易受到當場的狀況、對象的影響，

當說話者溝通交際時，這些因素左右到說話者是否對自己有自信的溝通。

第二層為「溝通的意願」(WTC)，試著使用第二語言習得之前，學習者應

該具有與他人溝通的意願。第一層為「第二語言的使用」(L2 use)，欲透

過第二語言促進溝通交際為最終的目標，教師需培養學習者能夠積極尋找

機會並且利用機會磨練語言能力。 

 

圖 二-2第二語言習得中的 WTC 模式 

資料來源 : 研究者翻譯並整理自 MacIntyre, P. D., Clément, R., Dönyei, A., 

Noels, K. A. (1998) 

    Gardner (1985) 聚焦在第二語言習得中的情感因素，且針對第二語言

學習者、學習者對目的語國家社會的態度進行研究，這成為 WTC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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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Gardner提出的「社會教育模式」(Socio-educational model)，其模

式設定「統整性」(Integrativeness)與「對學習環境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Learning Situation)等兩種態度。所謂的「綜合性」為想要成為目的語語

言社會的成員之一、與目的語國家的人想溝通交流等願望，「對學習環境

的態度」表示學習者對教師、課程是否有好感，Gardner認為其兩種態度

影響到「學習動機」(Motivation)，他所提到的「學習動機」包括對學習的

正面的態度、想要學習而努力的態度，也就是說，若學習者希望與目的語

國家的學生溝通，加上對教師、第二語研習得的課程感到滿意，則能夠提

高自己的學習意願而努力學習。 

    籠尾悦子(2008) 針對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心理因

素，研究「溝通的意願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學習動機、自

信、學生對未來的國際觀之間的關係，其結果顯示，學習者對不同的對象

感到不同的感受，與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對話時最易感受到影響，其

次才是以日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同學。另外學生認為自信與動機對課堂

上的溝通的意願影響最大，對於自信，愈願意與外國人溝通的學生，他們

對自己愈感到自信，愈在課堂上積極的參與活動。 

(三三三三)相關實徵研究相關實徵研究相關實徵研究相關實徵研究 

Malcolm &L. Dennis & Yahiro (2008) 從訪談英語教師的方式歸納出

日籍學生的特徵，日籍學生通常很安靜、認真、自我評價甚低，其他來自

東南亞的學生與日籍學生比較起來，他們的反應很快、主動表現自己、總

是提出一些問題。另外，日籍學生與澳洲本地的學生比較，澳洲學生在課

堂上努力學習，日本學生的學習方式則是好像在家裡思考學習，且日籍學

生完全接受教師說的話，不願意自我思考，這習慣導致日籍學生因怕在課

堂上犯錯而不主動參與課程等情況。日籍學生很有禮貌、很尊重教師，參

與課程是個能夠進步的辦法，但日籍學生不敢冒犯教師、打擾課堂進度，

故教師認為最困擾為設法使日籍學生與教師交談。日籍學生課堂上有問題

時，他們會問朋友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找教授或利用學習中心來得到適當

的幫助，日籍學生最大的弱點就是因覺得丟臉而不敢說「我那裡不懂」，

這一點美國學生習慣說「不知如何做?」。這些日本學生的行為使教師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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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感，不知如何協助他們。 

張劍波 (2003) 提到勇於冒險(mind of adventure)之語言學習者更易取

得學習上的成功，因富有冒險心的人更能忍受錯誤發生，對負面評價的容

忍度較高，因此不易產生抑制心理。他們勇於模仿，願意嘗試目的語中的

各種表達，勇於運用容易失誤的複雜結構進行表達，從而更容易學好目的

語。而缺乏冒險心的語言學習者則說話猶猶豫豫，開口前思前想後，害怕

表達失誤，不願嘗試不熟悉的語言表達，避免使用易出錯的複雜表達，害

怕被批評、嘲笑、而不願參與學習競爭等狀況。 

錢旭菁 (1999) 針對外國學生進行調查學習漢語時感到的焦慮程度，

其研究發現;學習漢語的期望值不同的學生，其焦慮感不存在顯著的差異，

一般可能認為，期望值高的學生焦慮感應該較強，期望值低的學生則沒有

什麼焦慮感。不過，之前提到有的學生之所以對自己學習漢語的期望不高，

可能就是因為太焦慮。這樣的學生不敢期望太高，低期望值可以緩解他們

的焦慮。 

伊藤徳一郎、伊東英、廣田則夫、大和隆介 (2005) 針對日本的大學

生進行英語能力現況調查，調查題目分為六個大方向:第一個為「除了上課

以外對英語學習的積極性」、第二個為「參與英語課堂的積極性」、「對

英語學習的不安」、「對學習英語的動機」、「對英語學習的關心」、「將

英語當作未來發展的工具」。結果顯示:雖然專修目的語的學生「對英語課

堂積極性」高於非主修目的語的學生，但同時，對於「英語學習的不安」，

專修目的語的學生同樣高於非專修的學生。對英語學習感到不安的學生大

多認真學習英語，而其認真的態度導致他們連參與英語課堂活動時也感到

過度的壓力及不安。專修目的語的學生，他們不管喜不喜歡學習其目的語，

因希望未來運用其語言找到出路，具有「非學好不可」的心態。 

二二二二、、、、影響個人外語學習的因素影響個人外語學習的因素影響個人外語學習的因素影響個人外語學習的因素 

符志松 (2005) 指出學生學習外語中產生語言焦慮的原因歸類於四種，

第一個為「學生個性問題」，學生本人由於性格怯懦，缺乏自信和冒險精

神，在課堂上往往表現為:聽課不愛抬頭，避免與老師的目光接觸，回答問

題心跳加速、聲音很小等。嚴重者還會出現手心出汗，語音變調，牙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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顫的現象。此類焦慮從理論上分類屬於氣質型焦慮，是一種比較持續久的

焦慮。第二種為「競爭天性和好勝心導致焦慮感」，當學生將自己與其他

同學或與預期中的自我表現相比較時，發現別人表現優於自己或者認為自

己表現不夠理想時，心理就會感到焦慮不安。第三個則是「學生的不安心

理」，當學生對所學知識尚未領會或是未進行足夠操練就被老師叫起來回

答問題時，容易產生緊張不安的心理。這種焦慮持續的時間較短，具體表

現為語言表達不流暢甚至混亂、結巴、有時夾雜一些口頭語。最後一個為

「歷史遺留問題」，由於各學生源所在地教學質量高低不一，學生之間在

語言基礎和學習能力方面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差異，這一差異在語言學習中

對個體產生的心理焦慮將是全面而持久的。 

Horwitz, E. K., Horwitz, M. B., &  Cope, J (1986) 針對外國學習上的焦

慮可分成三類 ; 第一個為「溝通交際上之憂懼」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學習者的邏輯思考已是成人的，卻無法透過外語表達想法

時產生的焦慮。第二個為「對社會評價之焦慮」(fear of neative evaluation)，

這則是因自己藉外語無法好好表現自己，且無法給予他人社會上的印象，

對此感到焦慮，其焦慮較高的人，他們會試著避免對自己的社會評價不利

的交談。第三個為「考試之焦慮」(test anxiety)，這是會對於外語課進行的

考試成績或評價感到的焦慮。 

((((一一一一))))他人給予的負面評價他人給予的負面評價他人給予的負面評價他人給予的負面評價 

王銀泉、萬玉書 (2001) 對負面評價的解釋為期望是對個體自身和他

人行為結果的某種預測性認識，它不僅會影響個體的行為結果，而且也可

能對個體在行為過程中的焦慮產生影響。較低的期望可能會挫傷個體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使個體為即將發生的行為的不良後果而擔憂，從而在行為

開始前和行為過程中產生期待性焦慮，增加個體的焦慮傾向。對自己今後

成績或成就期望過低的人，在人際交往及完成任務過程中會產生「自己不

如別人」的感覺，而這種經常性的提醒會威脅個體自尊需要滿足，挫傷其

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其在活動開始前就產生比較明顯的焦慮。過於關注他

人對自己的看法的人，其行為方式傾向於使可能出現的不利評價因素降低

到最低程度，譬如說，有意識的迴避或者提早離開。與他人交往時，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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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首先挑起話題，或者是沉默寡言，能夠不插話就盡量不插，典型的表

現是微笑，有禮貌的點頭，只是聽他人講話。 

Nakamura (2006) 請不同國籍的外國學生使用母語溝通與交流，並調

查他們與他人溝通互動之態度 (Communication Attitudes) 所產生之焦慮

值，其中包括日本人、美國人、韓國人、台灣人，其結果顯示:日籍學生在

溝通上產生的焦慮高於所有國籍的學生，其平均值比同樣亞洲地區的韓國

人、台灣人仍要高。錢旭菁 (1999) 的研究發現，外語學習焦慮存在著明

顯的國別差異，日籍學生的焦慮平均值顯著高於美國等(包括加拿大、澳大

利亞)學生，另外日籍學生和韓國學生的焦慮平均值則沒有顯著差異。之前

提到日籍人非常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評價，他們認為外語說得不好很

沒面子，所以日本人很容易焦慮。相反的，美國人根據自己心中的理想準

則行事，所以美國人一般不太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評價。他們不認為

說不好外語是一件丟臉的事，學習外語的時候常常顯得很自信。 

(二二二二)個性的因素個性的因素個性的因素個性的因素 

1.完美主義完美主義完美主義完美主義 

    日籍學生在學習上的障礙為他們心裡有個概念就是「若無法好好表達

自己，可能被認為自己不夠聰明、不會念書」，而此恐懼感，會造成刻意

避免與他人溝通交際，美國學生則很少遇到此情況，他們想說什麼就自然

的說出來(Malcolm & L. Dennis & Yahiro, 2008)。西谷まり、松田稔樹 

(2003) 提到如「擔心在大家的面前犯錯就開始感到不安」其程度愈高的學

習者，當自己在課堂上被點名時，就會開始緊張起來，擔心在課堂上犯錯，

連使用自己知道的詞彙講話都不敢。另外，平常自認為「自己做什麼都做

得不好」，這樣的學生對課堂活動、語言能力、溝通交際方面感到不安的

機率更高。 

2.性格性格性格性格 

Oxford & Ehrman & Lavine (1991) 在研究裡提到不同個性的學生使用

不同學習策略，例如，個性較外向的學生，他們主動提出問題、與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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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高的人或其他同學合作、加深對文化的理解，傾向於積極運用思

考了解對方的想法、感情等社會性策略，加上個性外向的學生在教室裡較

喜歡多樣化又刺激的學習環境。相反的，個性較內向的學生，他們傾向於

自我評估、喜歡獨自學習、喜歡做有計畫性的作業、避免與外面接觸，內

向的人不擅於處理意外的事情，與其訓練聽說能力，不如選獨自可進行的

讀寫訓練。也不主動與他人交談等的特徵。對內向的學生而言，創造一個

輕鬆快樂學習、可放心的犯錯之學習環境是個相當重要的方式。 

張劍波 (2003) 提到外向者的耐心(mind of endurance)較弱，而內向者

的耐心較強，因為和外向者相比，內向者的移情程度較高，較高的移情度

促使學習者多從他人角度考慮問題，並且正視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環境

與他人的環境相對照，理解歧異產生的根源，並願意從心理上加以接受，

從而增強了自己的忍耐心。另有一種理論，八島智子 (2004) 針對到美國

留學的日本高中生調查他們與外國人交際的方式，八島發現個性愈外向的

學生，他們愈喜歡運用社交策略，例如，「主動參與會話」、「提供、管

理話題」、「迴避模糊的態度」等，運用這些社會策略主動與當地人溝通

交際，能夠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於是外向的人善於自己創造語言學習的

環境。 

Brown (2000) 主張人的個性對第二外語習得影響甚大，且歸納出四種

在個性上的影響因素。第一個為外向(extroversion)與內向(introversion)因素，

個性外向的人積極的與他人交際，且不討厭在教室內進行對話、在他人的

面前發話，相反的，內向的人善於讀寫，但態度較畏縮。第二個因素為自

我尊重(self-esteem)與焦慮(anxiety)，自己對自己有正面的評價，這樣的學

習者較易得到好成績，自尊心也跟著提高，故可得到更好的成績。相反的，

若無法充滿自尊心或受到威脅，則會產生不安，而導致干擾外語學習的效

率。第三個為壓抑型(inhibition)與果敢型(risk-taking)，當自己發現他人與

自己的差別，為了防禦自己，無意識的提升抑制。對於果敢性，學習者不

怕失敗且試著解決問題，進行自由的對話。例如，若抑制力較強，學習者

感到自己是否犯錯等不安，則阻止果敢性。最後一個為共鳴，學習第二外

語就是要與擁有不同看法的人交際，若從其環境中得到更多共鳴的人，他

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可成功，若是相反的狀況，他堅持自己的文化，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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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外文化，則會無法順利學習。 

(三三三三)影響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影響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影響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影響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 

1.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西谷まり和松田稔樹 (2003) 針對來自不同國籍的日語學習者進行外

語學習不安之研究，其結果發現，對於課堂活動項目「上課時被點名就會

緊張」，另外發言·溝通項目「用日語講話時變得較敏感」、「與日本人交

談時無法好好表達想說的話，就會感到不安」、「說了好幾遍，對方聽不

懂時會感到焦慮」這四個項目，女性感到不安的機率高於男性。教師認為

日本的女學生跟美國的女生比較起來，日籍女學生在日本無表達自己意見

的習慣，故她們與其在課堂上表達意見，寧願保持沉默，但在美國的大學，

學校重視學生表達自我的意見，這些日籍女學生的態度就變成個很大的障

礙 (Malcolm & Dennis & Yahiro, 2008) 。 

孫樂芩、馮江、平林莉和黃筱杉 (2009) 在研究裡發現男性留學生比

女性留學生的社會適應、心理適應、文化適應和總適應水平都略高，女性

與男性在積極情緒體驗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是在消極情緒體驗上存在

顯著差異性，女性的消極情緒體驗總體均分高於男性，例如「我思念家鄉

和親人」、「我悲傷難過想哭泣」、「我感到壓抑、鬱悶」，這三項女性

的均分顯著高於男性。這可說一方面女性的心理依賴性較強;另一方面也與

女性比男性更敏感、更易情緒化有關。 

成艷萍、何奇光和韓曉立 (2007) 調查口語表達能力上的焦慮，其結

果顯示對於課堂焦慮、發言焦慮、擔心同伴的否定評價男女之間並未出現

差別。結果雖然如此，在現實生活中，由於男性的社會角色要求他們看起

來該讓人覺得勇敢和堅強，因此，即使他們經歷緊張焦慮，他們很有可能

不將這些消極情緒表現在臉上，也不願承認或與他人討論他們的消極情緒，

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的緊張和焦慮比女性少。其實，在語言課堂上男

性和女性一樣有壓力，一樣感到緊張。 

倪傳斌、王志剛、王際平和姜孟 (2004) 研究外國學生的華語語言態



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上的自我評估及師生互動問題 

-20- 

度調查，他們將構成華語的要素分為三個大的方向，第一個情感因素包括

「好聽、親切和友善」，第二個為地位因素，其包括「有權威、文雅、有

身分和精確」，第三個則是適用因素包括「用處多、方便和容易」。其結

果顯示：對於情感因素存在性別差異，女性留學生對待漢語的態度好於男

性。 

枝澤康代 (2005) 針對日本的大學生調查異文化接受度與性別之間的

關係，其結果發現，女性對未知的文化有耐心，可享受其環境，還有女性

具有能力克服困難且從其狀況能夠學習新的東西。換句話說，女性對異文

化的接受度比男性要高。另外，男性花較多心思考慮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

到他人，因此當他們對待他人、未知的事情時，採取謹慎的態度，也難以

接受遇到無法保障自己的安全等狀況，可說男性對異文化的接受度較低。

枝澤提到:男性仍被日本傳統的社會價值觀束縛，日籍男性被認為權威的象

徵，必需保持面子，在調查中顯示日籍男性「期待他人尊重我」的比率高

於女性，男性更重視自己的地位。相反的，雖女性的社會地位近年漸漸升

高，不過在社會的中心活躍的機率仍是不如男性，因此女性不需被社會束

縛，對異文化有甚高的興趣，也試著接受其文化差異。於日本的社會文化

性別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習性，而這些差別影響到他們外語學習態度、效

果。 

2.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倪傳斌、王志剛、王際平和姜孟 (2004) 研究外國學生的華語語言態

度調查，他們將構成華語的要素分為三個大的方向，第一個情感因素包括

「好聽、親切和友善」，第二個為地位因素，其包括「有權威、文雅、有

身分和精確」，第三個則是適用因素包括「用處多、方便和容易」。其結

果顯示：較小年齡組(17-21 歲)的留學生對華語的態度要好於大年齡組

(22-28歲與 29歲以上)留學生。西谷まり、松田稔樹 (2003) 針對來自不同

國籍的日語學習者進行外語學習不安之研究，對於年齡與不安之間的關係，

18,9歲、20-24歲、25歲以上其中，18,9歲的年輕的學生在課堂上感到的

不安值較低，20歲到 24歲之間的年齡層的學生感到的不安值最高。 

3.程度程度程度程度(包括大學專修包括大學專修包括大學專修包括大學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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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學習華語時間直接影響他們對待漢語的態度。學習時間為中長

期的留學生，其華語語言態度明顯好於短期的留學生，其中中期最為明顯，

原因主要在於:一方面，積極的語言態度能維持較長時間的華語學習;另一

方面，經過一定時間的學習，對華語有所了解後，進而加速語言態度向積

極方面轉化。長期反而在某些方面比中期低的原因在於:長期學習華語的學

生在他們國內大多以華語專業，而中期的學生往往不是，留學生學習華語

的經歷改變了他們的華語語言態度 (倪傳斌、王志剛、王際平和姜孟，

2004) 。 不過，錢旭菁 (1999) 在他的研究裡提到: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

其焦慮平均值並沒有顯著差異。不管是初級學生，還是中高級學生，他們

的焦慮感都是一樣的，錢強調無論學習第二語言的時間多長，第二語言的

水平多高，學習者的仲介語系統都只能和目的語系統接近，而無法和目的

與系統完全一樣。 

劉乃華 (2002) 針對日本的大學生進行學習華語上的策略調查，「發

現自己說錯」其項目，大多高級華語程度的學生勾選「馬上就改，並繼續

說」、「不管對錯，仍繼續說」。中級程度的學生大多勾選「不管對錯，

仍繼續說」、「簡單的說」，則初級程度的學生勾選了「不愿再說」、「簡

單的說」。 

中村弘子 (2012) 在她的研究裡發現成績與溝通交際焦慮之間未有直

接的關係，英語考試成績好的學生，也就是程度佳的學生也在溝通交際上

感到焦慮，且顯示與他人溝通交際態度之焦慮值(Communication Attitudes)

最低班級學生最積極參與課堂話題，也就是說，在使用母語溝通交際上較

不感到焦慮的學生，當他們使用外語溝通交際時，較不易遇到交際上之障

礙。西谷まり、松田稔樹 (2003) 針對來自不同國籍的日語學習者進行外

語學習焦慮之研究，其結果發現，日語能力程度愈高，於課堂活動、使用

日語發言、溝通之項目焦慮值變得愈高，相反的，程度最低的初級班的學

習者之焦慮值顯示最低。 

李艷 (2004) 針對在日本的大學修華語課的學生進行他們在課堂上的

心態調查，其結果顯示:二年級的學生於「和睦相處」高於一年級的學生，

二年級的學生更在意同學之間的關係，例如，「若自己的語言能力高於其

他同學，擔心失去朋友」、「很會念書的人易被他人認為高傲的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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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能力高於其他同學，無法與他們維持朋友的關係，變成單純的同儕

關係」等。另外，李艷發現一方面學生希望在學習華語上能夠出色，但一

方面擔心若自己在課堂上得到良好評價，擔心與同學之間的關係變得惡化，

故有些學生會避免在課堂上得到良好的評價。 

4.接觸異文化接觸異文化接觸異文化接觸異文化及留學及留學及留學及留學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自己長大的文化圈理所當然的接受自己國家的一切，但當自己移居到

其他文化圈時，會更強烈的意識到自己是屬於自己民族的團員之一。當自

己融入異文化時，如何接受在異文化圈自己是個外國人之事實，如何接受

自己所屬的國家、民族、文化。是否能接受以上這些因素，這對到國外能

夠保持穩定的生活之影響甚大。 

適應當地的生活習慣、習慣當地的食物、與當地人交流、學習當地人

的思考方式、希望自己與當地人過得一樣，這樣的人屬於「同化主義者」。

尊重自己所屬的文化，因此既然自己在異文化當中生活，認為自己也不需

配合當地的思考、生活方式，這樣的人屬於「自文化中心主義者」。還有，

有些地方仍是稍微配合當地的文化，不然生活不容易，認為如此想法的人

屬於「消極折中主義者」。最後，運用認識自己文化與異文化之機會，創

造自己獨特的思考、生活模式的人屬於「積極折衷主義者」 (早失仕彩子，

1996) 。 

川端末人、久米昭元、上原麻子 (1989) 對日本的大學教授進行了跟

日本人的國際資質有關的調查，他們認為日本人為了擴展國際化，需加強

兩個因素:「溝通交際能力」與「沉著的態度」，例如，「無論交談的對方

地位多麼高也能夠主張自己的意見」、「能夠全面的接受異文化、喜好、

想法的差異」、「對不認識的人交談時也可打開心胸」，其中最重要的兩

項為「具有足夠的語言能力來傳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具有了解對方

的同時，使對方了解自己的能力」。「主張自己」、「打開心胸」、「為

交涉主張的能力」、「接受多元化」是日本人在異文化交流成功之關鍵。

中川かず子 (2012)針對從各國來日本留學的留學生與日本的大學生進行

交流的實驗，經過幾次的交流後，對他們各個進行訪談彼此的印象。中川

將留學生對日籍學生的印象、日籍學生對留學生的印象歸納成如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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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留學生對日籍學生的印象、日籍學生對留學生的印象 

資料來源 : 研究者翻譯自中川かず子(2004) 

5.使用目的語的頻率使用目的語的頻率使用目的語的頻率使用目的語的頻率(包括華僑包括華僑包括華僑包括華僑、、、、華裔背景華裔背景華裔背景華裔背景) 

孫樂芩、馮江、平林莉和黃筱杉 (2009) 指出日留學生在日常生活中

最常用的語言為「華語」，他們的社會文化調適力(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最好，心理調適力(psychological adaptation)也最好，而使用「其他國家語

言」的留學生社會適應性最差。 

錢旭菁 (1999) 針對外國學生進行調查學習華語時感到的焦慮程度，

其結果表示:華裔學生和非華裔學生的焦慮平均值不存在顯著差異，華裔背

景並沒有使華裔學生在焦慮感方面比其他學生有優勢。 

倪傳斌、王志剛、王際平和姜孟 (2004) 研究外國學生的華語語言態

度調查，他們將構成漢語的要素分為三個大的方向，第一個情感因素包括

「好聽、親切和友善」，第二個為地位因素，其包括「有權威、文雅、有

身分和精確」，第三個則是適用因素包括「用處多、方便和容易」。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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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華裔學生對待華語的語言態度與非華裔的學生存在明顯差異，他

們的華語語言態度無論是在情感因素，還是在地位因素和適用因素上都明

顯優於非華裔學生。另外，他們對外國學生進行華語學習目的的研究，他

們提到華裔學生與非華裔學生學習華語的目的差別出現在「便於學習專業

知識」、「為滿足父母、朋友的需求」、「想使自己成為一名中國人」、

「滿足自己的自尊心」、「想使自己像中國人一樣思維和做事」這五項，

華裔學生皆高於非華裔學生。其結果表示華裔的學生更重視「融入中國的

環境」，更加努力學習，且盼望得到一定的漢語水平。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其中「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主張:自己決定自己的

行為，且欲自己負責任，其理論表示自己決定學習某種語言，規劃對未來

的計劃，他們有明確的學習目標，故參與課程的態度也自然的變得相當積

極。「溝通的意願」(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其理論主張:願意與他

人溝通交際、試著融入學習環境的人，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保持正面的態

度及較易得到成果。另外，對於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雖不同文獻有不同

的研究結果，但整體來看，針對性別，女性在學習上感到的不安較高;年

齡，年紀小的學生在課堂上感到的壓力較低;程度，學習語言時間較久、

程度高的學生對學習的要求甚高;留學經驗，接觸外文化且能夠融入目的

語國家的人，他們較易學會當地語言;使用目的語的頻率，錢旭菁 (1999)、

倪傳斌等學者提到 (2004)平常有接觸目的語的學生，尤其本身具有華人背

景的學生更易適應目的語環境，在學習上感到的壓力也較少。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影響日本人學習外語的文化因素影響日本人學習外語的文化因素影響日本人學習外語的文化因素影響日本人學習外語的文化因素 

除了第一節、第二節提到日本的教育、個人的相關背景因素之外，圍

繞著日本人的日本社會文化是個培養「日本人」這民族的核心因素。於是，

在本節針對日本的社會文化、日本人的特質、與他人交際方式等觀點了解

全體日本人的特點，藉此了解日本人的民族性對語言學習的影響。 

一一一一、、、、日本的社會及文化日本的社會及文化日本的社會及文化日本的社會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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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以前屬於農村型社會，而他們靠種田來生活，務農是他們生存的

方式，因此每個部落共同協助分配負擔，為種出良好的糧食，他們互相幫

忙討論，於是他們開始形成重視團體合作、遵守規律，在團體中關心對方

的社會。故農村社會的人注重盡量與其他村人保持和諧的關係，為了自己

能夠得到良好的評價，給他人良好的印象，這些習慣養成出日本人特別在

意「不夠體面」、「失去面子」等特性(早失仕彩子，1997)。另外，中根

千枝 (1926) 提到日本人的團體意識的概念來自於「家」，「家」中的團

員在任何人際關係裡都被排在最前面，他們之間有共同的身分，來對抗外

面的不同團體。比方說，到國外認識的日本人，他們對彼此冷淡的原因為

不認識對方就是「外人」，但中根指出其實這些日本人的行為可能是因為

在異國孤單生活中，很驚訝突然遇到同語言的同族，但為掩蓋自己的的弱

點，才假裝冷淡的樣子。氏家洋子 (1996) 強調日本社會注重「不直接表

達」，不過日本人會先打好關係才挑合適的言語表達方式，日本人不善於

用言語表達來建立良好關係，但他們相當重視「關係」與「言語表達」，

因此自己與社會地位高的人交談，就不該表達個人的意見等真心話。加上，

日本社會仍是狀況共享社會，所以日本人認為「不必說出來自己的想法」，

日本社會不如其他歐美社會文化，歷史上擁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互相交流生

活，他們被逼迫「不說對方就不瞭解你」、「不說就無法生活下去」之狀

況。故社會文化限制日本人對言語表達的自由，語言只是個表面上具有禮

儀的工具，並不是表達自我的方式。 

二二二二、、、、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的的的的特質特質特質特質 

不少「日本人論」中提到宮城音弥 (1972) 的論述，日本人習慣跟著

他人思考事情且跟隨他人採取行動，例如:外國人相當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

見，不會隨便同意他人的意見，反而對對方的意見表明不同意之意，相反

的，日本人習慣附和他人的意見，這是因不想傷害對方的心，而這種點頭

的習慣變成日本人易跟隨他人的意見。這些日本人的行為來自於他們的個

人主義比起其他國家的民族更不發達的關係，他們易跟隨他人，且在意他

人的存在。築島謙三 (1984) 指出日本人喜愛遵守團體的規範，日本社會

的上下關係皆適合遵守秩序，也符合日本人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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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 Benedict (1989) 指出日本文化可稱為「恥的文化」，日本人擔心

被他人認為「自己是不對的」或被嘲笑，且他人在場時，日本人會感到「丟

臉」的感覺。日本人將「恥辱感」當作他們的動力，「恥」在日本人的生

活上佔有最高地位，故這民族在意他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而不是在乎自

己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於是，對日本人而言，他人才是決定自己如何行

動的主要因素。因在意他人的眼光而儘量避免犯錯，但同時，這代表總是

考慮且干涉他人，此多管閒事也間接培養出「恥文化」，結果促進使原本

不易感到「恥」的人也察覺到「恥」。 

劉齊文 (2003) 提到日本人喜歡表達含蓄，沒有邏輯，然而，日本人

卻沒有意識到自己說話模祾兩可，引文中日本社會的原型是「村」，在村

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之間，對周圍的人事瞭若指掌，所以沒必要將事情說的

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從尊重對方的立場出發，「模糊曖昧」讓對方自己

去領會判斷，如果喋喋不休，不但會使對方難堪，更會傷害對方的自尊性，

而且會影響人際關係，破壞集團內部的和諧氣氛。因此日語語言表達方式

造就了日本人的語言心理即彼此心照不宜，避免武斷，以心傳心，在語言

行為上表現為追求和諧的語言氣氛，創造相對融洽的人際關係。 

早矢仕彩子 (1997) 在她的研究裡提到日本人與外國人比較時易發覺

到「日本人的特性」，並更感到其特性歸屬於典型的日本人之概念。研究

裡發現大多日本的大學生通常不會意識到「自己是日本人」，當他們意識

到「自己是日本人」的場合為「接觸到外國人」、「當自己說外語或日語

感覺到自己是會說日語的民族」、「當自己發覺擁有日本人的特性、採取

團體活動」、「感受到自己的思考方式、氣質屬於日本人的特性，例如在

意他人的眼光、猶豫不決」。其中，大學生認為「當日本人的缺點」為「當

自己發覺擁有日本人的外觀、採取團體活動」、「感受到自己的思考方式、

氣質屬於日本人的特性，例如在意他人的眼光、猶豫不決等」顯示最高分，

日本大學生崇拜歐美人的外觀而對自己的面孔感到不滿，另外，他們認為

自己雖有意志卻不敢在大家的面前表達、仿佛自己沒有自我、過度在意比

較自己與外國人，對典型的日本人的特性感到沮喪。 

三三三三、、、、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日本人的人際關係特色的人際關係特色的人際關係特色的人際關係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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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對人不安對人不安對人不安對人不安   

當接受到他人的目光，會感到特有的焦慮，例如，「害羞」、「緊張」

等這情況叫稱「交際上的焦慮」(social anxiety)。Buss, A. H. (1980) 將對人

不安的種類分成 4種;「困窘」(embarrassment)為在大家的面前犯錯誤時感

到的不安、「羞恥」(shame)為受到名譽毀損時強烈感到丟臉、「表演台上

的焦慮」(audience anxiety)則是在大家的面前演講、表演時感到的不安、「害

羞」(shyness)為不確定自己的角色是否會受到注目的情況下聊天時感到的

不安。菅原健介(1992)針對大學生的不安調查，其結果顯示受試者對「在

大家的面前犯錯、失敗」強烈的感到不安，對自己的失敗、從他人受到不

公平的對待而感到丟臉等，並且對「露出自己的另一面」感到不安，其包

括受到他人的讚揚、在某個場合給別人與平常不同的印象等。第三個為在

「對自己沒有把握的狀況」感到不安，例如，在大家的面前表演、與比自

己能幹的人在一起而感到自己的落差，最後因素為「與他人無法維持良好

的關係」感到不安，譬如說，與他人意見衝突、被對方發現自己說謊等。

菅原設計的對人不安的類型與其相關的情況如下。 

 

 

圖 二-3 對人不安的類型與其相關的狀況 

資料來源 : 研究者翻譯並整理自菅原健介(1992) 

    菅原健介 (1986) 提到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等慾望稱「獲得讚美慾望」，

則避免得到他人的否定評價之慾望稱「迴避否定慾望」，菅原認為「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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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慾望」愈強烈，主動與他人交際且吸引他人的注目，「迴避否定慾望」

愈強烈的人，他們會希望變成較平凡、不引人注目的老實人。 

   佐々木淳、菅原健介、丹野義彦 (2001) 在研究裡發現「獲得讚美慾望」

變得強烈，傾向於對人不安被壓抑，相反的，「迴避否定慾望」變得強烈，

傾向於對人不安隨著提高，其結果表示，產生對人不安的原因基本上來自

於針對他人對自己的否定評價感到之不安。 

    菅原健介 (1986) 針對大學生進行調查「希望得到讚美的慾望與不想

被拒絕的慾望」，其結果表示，除了受試者「希望給他人良好的印象」、

「想當大家話題的中心」顯出高分，「不想產生敵人」、「不管何時不想

得罪別人」同樣顯示高分，不過男生對「希望得到讚美」這一項目比女子

要高，對於「不想被別人拒絕」女子比男子稍微高一點。公共自我意識高

的人在與他人交際中注重受到讚美或避免受到否定評價來設定他的主要

目標，且控制自己對他人的舉止。菅原仍指出這些「希望得到讚美」、「不

想被別人拒絕」之慾望來自於歸屬團體，想得到讚美之慾望強烈的人，他

們主動與他人交際且受到注目，另外，不想被拒絕的慾望較強烈的人，他

們壓抑自我且儘量融入環境，以各自不同辦法來確保自己的空間、角色，

也可說每個人皆有此兩種慾望，看場合、交際對象有時主張自己的存在且

引人注目，有時儘量不受到矚目且配合他人。    

(二二二二)日本人的自尊性日本人的自尊性日本人的自尊性日本人的自尊性 

趙善英、松本芳之、木村裕 (2009) 針對公共自我(public self)與他人

不安、自我顯示、自尊之間的日韓比較，對於韓國人，其結果顯示:韓國人

對公共自我、自我顯示、自尊比日本人高，對於日本人對人不安比韓國人

高，對全體而言，日本人的自尊性較低。另外，北山忍 (1994) 指出美國

人對於「成功與失敗」之理解為自己的成功歸功於自己內在的因素及自己

具有的能力，故給自己的評價能夠變高，相反的，對自己的失敗，美國人

將失敗的原因歸類為運氣不好、課題太難，則可避免對自己的負面評價降

低。室山晴美、堀野緑 (1994) 在研究提到當日本人遇到失敗時，他們責

怪自己的實力不足而造成失敗，傾向於批判自己、自卑的比率甚高。 

    佐々木淳、菅原健介、丹野義彦(2005) 研究羞恥感與觀察者的心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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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之間的關係，他們主張人跟人之間心理距離愈近，互相依賴的關係愈緊，

當自己被他人否定時受到嚴重的打擊，也會是個強烈的打擊，不想讓心理

距離較近的人給自己負面的印象等動機性因素變得很高。雖然如此，心理

距離較近的人已熟悉其犯錯的人本來的樣子，而當那個人犯錯，對他的印

象依舊一樣，其實是能夠避免他人心中的自己印象受到損害。佐々木、菅

原、丹野歸納當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較近時，雖動機性因素變高，但損

害自己印象的機率不高，則不需極度感到恥辱，因心理距離近的關係，不

需擔心對方不接受自己，則羞恥感保持原狀。                                                                                                                               

(三三三三)日本人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的溝通模式溝通模式溝通模式溝通模式 

久保田真弓 (2001) 指出在日本文化當中，知識、權力、權威屬於經

驗豐富的年長者所擁有，故日本人重視他人的年齡、經驗等因素，這代表

日本人的交流以「上下關係」為主，日本人之間的交際中重要的是「如何

與對方交談」，重點在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注重交談的內容:「與對方交

談什麼」。於美國文化裡不管人種、民族、年齡、地位、性別，他們彼此

尊重「個人」，且他們將價值放在交談的「內容」，享受與對方交流，因

此不畏懼互相主張自己的意見且使自己的立場明確。日本人習慣注重「與

對方的關係」而進行交談，因他們無法將自己的感情放開故不善於進行辯

論，日本人可表達自己的意見，但難以替自己相信的立場論述。加上，他

人對自己的意見表述反對的意見，日本人認為他人傷害自己，而不是認為

他人對「內容」有意見。 

早失仕彩子 (1997) 認為日本人的交際方式裡有個概念:「就算自己沒

有犯錯也要先道歉」，日本人先想到不要傷害對方，因知道自己先道歉，

對方一定說「我才是抱歉」之類的話，彼此保持低頭承認自己的錯誤的態

度，維持良好的關係。另外，日語裡有個說法「臉上帶著笑容，心裡哭」，

這行為也代表在意他人的眼光，不管多麼難過，為了避免周圍的人過度擔

心，假裝沒事，等周圍的人察覺到他的真意。日本的文化當中不管自己開

心或難過，都會先考慮到周圍的人，並儘量低調一點，不用語言也能夠溝

通等日本的傳統觀念，換句話說，其觀念培養出日本人不善於表達感情，

難以說出真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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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本満弘·石井敏 (1993) 談到日本人交際的特點為日本人對維持交

際相當冷淡，日本人不會主動主張自己的意見，他們盡量少說話，尤其是

在與外國人的交流中易感到疲累，不少日本人認為他們避免與外國人交際。

他們雖不擅於主張自己的意見，較會改變自己的意見，嘴巴說「知道了」

心裡卻面無法接受其結果，不熱衷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並改變他人的看法，

很會守護自己的想法。外國人批評日本人的壞習慣有兩點:「不遵守約束及

合約」與「不表明意圖」，外國人認為日本人的言語與行為常矛盾，另外

外國人難以理解日本人使用的肯定與否定之系統。日本人嘗試自己與他人

的意見兩邊都行得通，其結果讓別人認為日本人做出的答案具有相當的曖

昧性，另外，日本人表達的方式不如歐美人表明清楚，他們可說「可說喜

歡，也可說不喜歡」等採用肯定、否定兩者間的模糊地帶，對外國人而言，

此習慣易產生交際摩擦。 

Barnlund (1975) 針對美日的對人交際關係上的自我表現行動做了研

究，他指出日本人的「虛擬自我表現」，日本人對人交際上的自我表現特

徵為謙虛、曖昧、沉默、微笑等採取被壓抑的非言語表達模式，此種非言

語行為易導致與外國人交際上產生誤會。他提到日本人在交際上易傷心且

相當客氣，當日本人表現自我，他們的態度很謹慎，相反的，美國人強烈

的表達自我，願意與他人分享自己內心的經驗。於是，Barnlund歸納描述

日本人的關鍵為「客氣的民族」也喜歡「被壓抑的自己」，美國人則是「主

張自我的民族」也「討厭被壓抑的自己」。 

今仲昌宏 (2001) 提到日本人特有的 4 種交際特徵為;1.團體意識

(group-mindedness)、2. 協商決定(consensual decision-making)、3.形式化演

講 (formalized speechmaking)、4.聽話者責任(listener responsibility)，這 4

種交際通常被使用於教室，尤其是聽話者責任(listener responsibility)，日本

型交際為發話者不一定將話講得很清楚，聽話者照發話者的話題關鍵來試

著理解其內容，故聽話者的負擔相當大。相反的，英語型的交際方式大多

採取發話者責任(speaker responsibility)的方式，是否聽懂對方的意思，其責

任歸咎於發話者，英語型交際聽話者只能接受發話者提示的內容，除非說

話者將話講得相當清楚，聽話者不須試著努力理解發話者的要說什麼。 

東照治 (2000) 提到因日本人與歐美人的差異，日籍學生的言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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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他們與美籍英語教師之間產生誤會，及給予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評價

是負面的。例如:1.反應很遲鈍、猶豫、2.無法維持聊某個話題、3.採取不

適當的非言語行動(例如:避免面對面看、為了集中專心力皺眉頭、當自己

覺得害羞或自己的理解不足時，會笑出來，但這並不是因好笑而笑出來)、

4.只能簡答、5.輕輕小聲、6.因怕犯錯而過度謹慎、7.不主動發言、不參與

活動、8.對被讚美感到困惑、9.不看對方的臉打招呼等，若外國教師對日

本文化、日本人的習慣不熟，教師可能誤會日籍學生的學習意願相當低、

抓不到他們的意圖等產生溝通上的摩擦，故教師至少得了解學生的文化背

景才能避免此些問題。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根據上述文獻，日本從以前相當重視團體和諧且維護生存的環境，則

至今日本人尊重對方，選擇自己盡量不突出的方式來避免與他人衝突。另

外，從文獻可得知過度在意「恥」其情感，在意他人的眼光、他人對自己

的評價，刻意避免自己陷入感到「丟臉」的狀況。上述日本社會文化的特

質造成日本人甚至在語言學習的環境，不知不覺發揮他們的民族性，給予

教師、同學「日籍學生仿佛沒有自我、太客氣」等印象。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日本學生日本學生日本學生日本學生與與與與教師教師教師教師暨同儕暨同儕暨同儕暨同儕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 

本節探討針對建立語言學習環境之核心因素:「學習者」、「教師」、

「同儕」來探討各因素的重要性。相關研究文獻提到，給予自己的評估與

語言學習的成果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也影響到他們參與課堂的積極度。

另外，自己與教師、同儕在課堂上的關係能夠左右個人的學習表現，根據

相關研究文獻探討這三個因素對語言學習的重要性。 

一、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的自我評的自我評的自我評的自我評量量量量對對對對語言學習的影響語言學習的影響語言學習的影響語言學習的影響 

錢旭菁 (1999) 的研究指出自我評價越高，焦慮感越弱;自我評價越低，

焦慮感越強。焦慮是對不能達到目標的擔憂，當學習者對自己的行為表現

比較滿意時，就不再焦慮。元田静 (2004、2005) 在她的研究裡發現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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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較低的學習者，他們對日語學習感到的不安也較高，或者對日語學習感

到不安較高的學習者，他們的自尊心也較低。元田也提到學習者比較自己

與同學之間的表現，且評估自己的能力及位置，自己與他人比較出來的自

我評估深入影響到學習者在第二語言習得上的自尊心與第二語言學習的

不安定感。 

張莉、王飆 (2002) 針對外國留學生進行漢語焦慮感與成績之間的相

關性，並指出外國學生在外語學習課堂上感到高焦慮之因素為「自身的評

價」、「課堂態度」，關於「自身的評價」，「對自己學好漢語缺乏自信」、

「認為同學學漢語的能力強於自己」、「擔心教師對自己的評價不高」顯

示的焦慮值較高，對於「課堂態度」，「在上漢語課的時候，感到焦慮不

安」、「在上漢語課的時候，注意力不能集中」顯示較高的焦慮值。相反

的，留學生感到的焦慮的因素為「與同學或中國人的漢語交際」、「課堂

安排」，對於「與同學或中國人的漢語交際」，「當我說漢語時，擔心同

學們會笑話我」的不安值較低，對於「課堂安排」，他們不反對多上一些

漢語課、也不擔心課程進度太快，自己會跟不上，留學生具有較強的學習

意願，希望多學一些漢語。另外，外國留學生對「課前沒有準備而被提問

或被要求說話，大都很緊張」顯示甚高的焦慮，對「若課前有所準備，就

不會感到緊張」顯示的焦慮值甚低，課前做好準備對他們來說不會成為壓

力。 

田所真生子 (2002) 指出一個人對自我評價愈高，對自己的信任也變

得愈高，也易以正面的態度接受事情。但是一些自我評價低的人其中，有

的人給自己適當的評價，有的人假裝自己能力很強且給自己誇大的評價，

或者過度追求完美而懊惱現實中的自己無能時，此時有的人變得傾向於否

定自己且給自己的評價變得相當低。還有，對於自我評價較高的人，有的

人對自己的表現甚樂觀，且肯定自己的能力，還有有些人認為對自己的評

價無法左右自我價值，故自我評價具有複雜的情感因素，也影響到外語學

習課堂上的「舒適感」之重要因素。 

二、 師生師生師生師生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一一一一)教師在語言學習上對學生的影響教師在語言學習上對學生的影響教師在語言學習上對學生的影響教師在語言學習上對學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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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劼 (1997) 在學生發言的過程中，教師的表情和眼神可導致學生的

焦慮，教師用批評性眼光注視學生時，學生就容易緊張、焦慮。教師在課

堂上提出的大題目通常使學生感到不安。因為大題目總是占用較長的回答

時間，而長時間的問題易造成學生在眾人之前使用一種並不嫻熟的語言時

犯錯，從而招致批評和嘲笑。由此引起的緊張和不安會降低學生的自信和

練習口語的熱情。當學生一次次被教師特別點名回答問題時也易感到不安

和緊張，這使學生覺得自己倍受注意，因而易緊張焦慮。教師給學生的任

務的難易度是導致焦慮的重要因素，如果教師給學生的任務太難，要求太

高，就會加重學生的課堂焦慮。另外，教師對待學生犯錯誤的態度也是導

致焦慮的重要因素，如果教師一味要求學生要表達正確，對學生練習、發

言中出現的錯誤動輒批評、更正，這必然會加重學生的課堂焦慮，使學生

怯於開口。還有，來自教師的不良情緒也會影響學生參與課堂交際活動的

積極性，如果教師把學生、課堂當作發洩自己不滿的地方，必會加重學生

的課堂焦慮(引自張義君，2003)。 

在日本人看來，老師上課時情緒不高，把自己的喜怒哀樂都帶到課堂

上是一種不能容忍的行為，因為這將影響全班同學的情緒，使學生產生不

安:我們做了什麼錯事讓老師不快樂?並認為此舉將影響整個班級的學習效

率(梁霞，1994)。西谷まり、松田稔樹 (2003) 在研究裡發現:留學生認為

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問的課堂氣氛促進學生不怕犯錯、並會對在課堂上提問

這件事感到的不安感降低，他們使用外語溝通交際上感到的不安也變得較

低。另外，留學生認為「通常教師鼓勵學生」就對課堂活動感到的不安也

會降低，對使用外語溝通交際會有自信。不過，留學生在「教師嚴格的糾

正學生的錯誤」的環境中，對參與課堂活動感到的不安變得高。西谷まり、

松田稔樹 (2008)在研究裡指出在外語學習的環境中，教師對學生的成果、

良好表現給予讚揚等回饋是最有效的，尤其是對學習不安感較高的學生而

言，當他們成功時得到教師對他們的讚揚等回饋能夠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

及意願。 

楠木理香、工藤多恵 (2006) 針對在日本學習日語的留學生、學習英

語的日籍學生調查他們的外語學習動機，其結果發現不少學生相當重視

「教師是否記得學生的名字」，教師是否記得自己的名字影響到他們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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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意願，「若教師記得我的名字就很開心，想努力學習下去」。另外，不

少學生認為「影響到學習意願的主要因素為教師」，例如，「教師試著與

每位學生溝通」、「檢查作業後給予評論」、「與學生交談課堂以外的事

情」、「注意每位學生的狀況」、「以輕鬆的氣氛與學生交談」等學生對

教師有不少期望。臼杵美由紀 (2005) 提到語言學習成功的秘訣為「學習

者要有責任、自律意識」，學生對教師期待「幫助學生理解的角色」。另

外，教師需改變對亞洲學生的「背誦主義」、「依賴教師的被動學習者」

等之典型印象，其實學生對教師期待的並不是權威，而是師生之間的親密

互動。 

北條礼子 (1992，1993，1995) 針對日本的大學生進行外語學習不安

的現況調查，對於教師糾正的部分，學生認為當教師糾正學生的錯誤時，

若教師採取某種行為，例如，「使學生感到自己很笨」、「以嚴厲的態度

糾正學生的錯誤」、「擺出誇張的態度」等，這些行為易導致學生感到強

烈的不安。若教師鼓勵學生，如「每個人都犯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其行為可減輕學生感到的壓力。另外發現，當教師欣賞、鼓勵學生或以耐

心的態度對待學生時，反而增加學生對學習的不安，而以親切的態度主動

理解學生等教師的個性能夠減輕學生感到的不安。還有曾經有過到海外留

學經驗的學生，當教師欣賞、鼓勵學生或以耐心的態度對待學生時，他們

對學習的不安也隨著變高，卻對教師的個性、態度未顯示特別的要求。 

(二二二二)學生對教師的期待學生對教師的期待學生對教師的期待學生對教師的期待 

Chu & Nakamura (2010) 針對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調查他們的學習方

式，其結果發現 77%的台日學生認為「希望教師能教學生所有事情」，Chu

提到其原因來自於台灣、日本皆源於儒教遺產(Confucian-heritage)的國家，

因此教師被認為是有權威的存在，故很少挑戰教師且提出不同的看法，學

生不習慣教師給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上課方式，這可能導致學生過度「依

賴教師」，希望教師針對每一題提供標準的答案。Chu & Nakamura (2010) 

另外發現，76.78%的台灣學生期待教師指出自己在課堂上犯的錯誤，

76.08%的日本學生認為希望教師使學生發現自己的錯誤，這表示日籍學生

較怕教師在課堂上指出學生的錯誤，相反的，台灣的學生希望教師在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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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示他們的錯誤。 

松宮奈賀子 (2009) 針對日本國小的學生進行調查「學生在外語課堂

上對教師要求何種幫助」，其結果顯示，學生認為「當自己沒有自信而不

舉手發表時，希望教師主動點名」，學生遇到困難時，希望教師看情況主

動幫助學生。還有「當學生吸收知識、練習、發表時，希望教師不要著急」，

教師急著要學生發言時，學生易失去自信，易感到不安。另外，不管學生

在課堂上遇到困難與否，他們希望自己解決到底，因此教師不該輕易將發

言權交給其他學生。 

工藤多恵、志田あゆみ、楠木理香 (2006) 針對日本的大學生調查他

們對外語教師的信念之看法，在大學學習英語的大學生認為「好的教師」

得具有以下特徵:(1)具有幽默感、親切、值得信賴的個性(2)教師不一定要

有過到目的語國家生活的經驗，但需對其國家的文化相當熟悉，並目的語

的發音很正確。(3)具有外語教學的專業知識，具有一定的日語能力且能夠

理解學生的問題。(4)創造學生說話的機會、快樂的學習環境。(5)在整個學

習過程中不斷地鼓勵學生，聆聽學生遇到的問題並促進學習。(6)除了學生

上課的發言表現之外，預習、筆記等學習態度也應該包括在給予評價的範

圍中。上原麻子 (2008) 調查中國留學生與中國當地的大學生、研究生對

教師的期望，結果發現學生相當重視「對待學生的態度」，教師是否理解

且尊重學生，希望親切的態度來支持學生。學生最重視的項目就是「公平

的態度」，以公平的態度對待每位學生、不要以考試成績判斷學生的人格。

綜合來看，學生希望教師個性幽默開朗，以專業廣闊的知識並能夠提高學

生的學習動機，且給予學生機會自我發展等特色。 

(三三三三)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教師對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特質特質特質特質的學生之的學生之的學生之的學生之教學方式教學方式教學方式教學方式 

Messick (1976) 和 Goldstein (1978) 提到不同認知方式會影響個體的

行為，表現在(1)同伴關係:場獨立者喜歡競爭並獲得個別肯定;場依存者喜

歡幫助別人，對他人的意見及情感較敏感;(2)教學活動:場獨立者喜歡單獨

完成任務，較不需要教師的幫助;場依存者則喜歡與他人一起學習，與同學

共同達成目標，並希望得到教師的引導和肯定;(3)師生關係:場獨立者很少

主動跟教師直接接觸;場依存者公開表示對教師的正面感情;(4)學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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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獨立者在學習中能通過自我設定目標、自我勉勵激發學習動力;場依存者

則需同學或教師口頭的稱讚、外在的鼓勵激發學習動力 (引自吳思娜、劉

芳芳，2009) 。 

吳思娜、劉芳芳 (2009) 指出對於提問策略，場依存型學生比場獨立

型的學生更偏愛「開放性的問題」、「不要按照固定的順序提問」、「提

問後等待回答的時間為 6秒以上」這三項。另外，對於糾錯方式，場依存

型學生希望教師「間接地指出錯誤，希望自我糾正」、「通過逐步引導的

方式幫我改正錯誤」，他們更希望教師採用一種間接並帶有啟發式的糾錯

方式。石慧敏 (2001) 指出從日本留學生身上看到他們所共同具有的「場

依存性」。他們不像歐美學生那樣活潑、熱情、主動，善於從日常的語言

學習中發現發現一個一個細小的問題，馬上提問，直至弄懂為止，表現出

明顯的「場獨立性」。 

工藤多恵、志田あゆみ、楠木理香 (2008) 針對不同英語程度的日本

大學生進行調查對外語教師的信念，且發現教師必需知道的幾個重點:初級

的學生他們的學習動機比高級的學生要高;中級的學生認為自己的語言能

力不會進步的原因來自於教師的責任，其比率比高級的學生高;初中級的學

生認為不一定向目的語母語者的教師學習是最有效率;中級的學習者相當

重視教師的發音是否正確，尤其對目的語母語者的教師的期望特別高;程度

愈高的學生認為希望外語教師曾經有過到目的語生活的經驗，希望教師運

用自己的留學經驗來創造生動的課堂環境;初中級的學生比高級的學生需

母語的幫助，故希望目的語母語者的教師會說學生的母語，這幫助學生更

積極的提問;初中級的學生比高級的學生更能接受教師在外語課堂上使用

學生的母語，這幫助減輕學生在課堂上感到的學習不安;程度愈高的學生認

為教師能夠提供學生更多說話的機會、學習上的支持。另外，人數最易集

中的中級課堂上教師需把握個人的需求且安排課程。 

三、 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 

(一一一一)大班課對日籍學大班課對日籍學大班課對日籍學大班課對日籍學生之生之生之生之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北條礼子 (1992，1993，1995) 在研究裡發現學生對突然在大家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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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說英語或在大家的面前發表自己已準備好的對話內容、用英語發表意見、

當場表演等活動感到相當的不安，相反的，小組練習或跟著教師重複內容、

分組比賽、全班一起誦讀、默讀英語等自己較不突出的活動時，學生不易

感到不安。在易受到同學的注目或在同學面前公開自己在學習中的語言，

此些活動使他們感到相當高的壓力，例如不管有無足夠的時間準備發表的

內容或用英語自願發表意見、兩人一組互相問答等活動; 相反的，分組比

賽等活動不需個人受到注目的關係，學生對這些活動未感到不安。 

另外，北條提到學生在外語學習環境中感到不安的原因為「在課堂上

犯錯或不想因為說奇怪的話而感到丟臉」，接著「不管怎麼樣都不想說英

語」的比率比「怕被教師、同學認為自己不會說英語」、「傷到自尊心」

仍要高，也就是這些學生擔心被他人評估自己，若自己的語言能力不夠好，

可能在大家的面前感到丟臉的機率甚高，導致他們不願在他人的面前說英

語。八島智子 (2004) 提到學生不管進行一對一或幾個人的分組活動，在

課堂上被要求與較不熟的同學進行互動，對方得經過會話了解自己，這除

了具有與他人分享快樂的一面，仍有存在威脅，對容易感受到他人不安感

的學生而言，外語課堂環境是個增加學生感到不安之場所。 

廣森友人、山森光陽 (2003) 進行調查學習者與教師、學習環境之間

的關係，其結果發現若同學之間的關係良好，學生會認為教師較易接受學

生的要求、教師也會試著更努力的接受學生的要求。在課堂氣氛良好的環

境，教師也可放鬆的進行教書，較不會逼迫使用某種學習法，而會採用使

學生自由發揮的方式，結果學生的自律性被滿足，對學習的意願也隨著變

高。西谷まり (2005) 提到「通常接觸目的語的報紙、雜誌、漫畫等」的

學生對「溝通交際不安」的不安值甚低，也不會低估自己的語言能力。另

外，對「喜歡一對一或分組活動」的學生，他們對「他人不安」、「溝通

交際不安」的不安值較低，「認為自己的聽、說能力高，喜歡辯論的學生」

他們對「他人不安」、「溝通交際不安」、「目的語的不安」值都較低。 

(二二二二)一對一教學一對一教學一對一教學一對一教學、、、、小小小小班班班班課課課課對日籍學生對日籍學生對日籍學生對日籍學生之之之之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Chu & Nakamura (2010) 在研究裡發現台籍英語學習者喜歡與其他同

學一起學習英語，但日籍英語學習者傾向於喜歡個人學習，且不喜歡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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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或分組的活動。不過，夏苅佐宜 (2005) 針對日籍大學生進行調查他們

學習英語的喜好，結果發現大多學生認為一對一或分組活動對學習的效果

相當高，其理由為:不想一直學習被動的背誦語法的應用、或專門為聯考學

習的英語; 主要是學生講話，需要比背誦更注重如何實際的使用其語言等。

吉滿たか子(2007) 在研究裡發現學生認為一對一的教學活動的好處為「可

認識不認識的人」、「可問對方不清楚的地方」、「課堂氣氛變得良好」，

壞處為「對對方要客氣」、「發言的機會變少」、「一個人做事較有效率」

等。 

楠木理香、工藤多恵 (2006) 指出大學生在外語課堂上上小班課的好

處為「易與教師溝通交流」、「易交談、師生關係會變得親密」、「小班

課能夠提高學習效率」、「學生人數少而易提問、教師對學生的回饋也變

多」、「表達自己的意見之機會變多，則可知道自己哪些地方知識不足」、

「少人數的課堂安靜而能夠專心學習」等，學生在外語課堂上相當重視「師

生互動」、「舒適的學習環境」，這些因素左右學生的學習動機。 

(三三三三)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國籍國籍國籍國籍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課堂表現課堂表現課堂表現課堂表現之之之之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SASAKI (1993) 對比美國學生與日籍學生在異文化環境中感到不愉

快的程度，其結果顯示:對於「有的學生為了自我主張一些意見打斷課程」、

「有的學生在課堂上一直問同一個問題」其兩個項目，美國學生比日籍學

生更易感到不愉快，因為美國人較少寬容對待一直主張自己的人，相反的，

日籍學生對他人的自我主張更有耐心，因日本人不像美國人那麼的主張自

己，在日本的文化當中被認為聆聽他人的意見比主張自己仍重要。對於「有

的學生在課堂上批評自己的意見」，美國學生比日籍學生更感到不愉快，

另外，對於「教授在課堂上沒有回答學生的問題」，美國學生比日籍學生

更強烈的感到不愉快，是因為美國學生認為教授沒有回答學生的問題是個

不負責任的行為，相反的，日籍學生認為其行為就是那位教授的教學風格，

故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在同一個教室溝通交流對教師、學生而言是個諾大

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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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根據上述相關研究文獻，全體來看，他們評估自己的表現相當低，對

自己較沒有自信，還有日籍學生傾向於將自己與他人的成績及表現比較，

以成績或在課堂上的表現來決定自己與他人的位置。日籍學生在日本受過

的傳統教育、日本的社會文化的影響在問題的根源，例如，儘量避免與眾

不同、較不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等，因此雖學生有想要得到成果、希

望得到他人的肯定，他們在此環境下難以脫離原來的習慣、不敢冒險。對

於「教師」，對日籍學生而言，在受傳統教育的環境下，教師的存在相當

有意義，學生習慣吸收教師所教導的一切，且對教師的依賴度也隨著變高。

日籍學生對教師的要求也相當高的，不少日籍學生認為教師該具備專業的

知識及教學態度，且公平的對待學生，這些因素令日籍學生值得崇拜教師。

除了這些因素之外，教師在語言學習的課堂上多鼓勵學生，及給學生安全

感是重要的因素。關於「同儕」，相關研究顯示;日籍學生個性較害羞、

害怕犯錯，因此在大班課表現自我是一種冒險，因此他們傾向於喜歡一對

一或少人數的教學活動，在壓力較少的環境下慢慢增加自信，能夠了解與

同學互動的好處。 

   以上共四節來探討影響到日籍學生在外語學習上的表現之各種因素，

透過文獻得到本研究值得去探索的觀點，希望在本研究找出一些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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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取向與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

節資料蒐集方式，說明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及整個研究的步驟。第四節

為資料分析方式，說明本研究的核心調查工具方法及處理其結果方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取向與架構取向與架構取向與架構取向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採用質化研究法，運用訪談、問卷、觀課錄影記錄的方

式提高研究的信度。從學生與華語教師不同的身分、觀點所蒐集的問卷

及訪談資料可統計出一些傾向，另外，透過非參與觀察的觀課記錄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與錄影記錄，希望深入觀察日籍學生的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及同學互動，這些從客觀的角度要觀察到各種證據，相信質化研

究法可助於研究者能夠更深切了解他們的問題、需求何在，得到相當寶貴

的分析資料。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分為兩大範圍：一、甲、乙、丙等三校的

日籍學生背景變項，包括學生性別、年齡、華語程度、留學經驗、使用華

語頻率等基本項目。二、研究核心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

動)各再分課堂影響因素。本文以此範圍來進行研究分析，如下圖。 

 
 圖 三-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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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的研究流程總共 6個大步驟，確定研究方向及其目的，找出研

究問題與預測結果。接著蒐集相關的文獻來探討整理相關研究的理論之後，

按照統整的理論開始擬定訪談題目及製作問卷。對於訪談題目、問卷，請

教授們(指導教授、甲校教授們)檢查此內容作為前測，同時向負責三個教

育單位:甲校短期語文研習班、乙校、丙校華語教師聯繫接洽，得到課室觀

課記錄、錄影記錄之同意，最後將這些收集到的資料統整及完成結果。下

圖為本論文的研究流程。 

 

圖 三-2 研究流程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為了收集更多的分析資料，本研究採用方便抽樣，針對在台灣、日本

兩國之 3 個不同學校機構的日籍學生，及服務於此 3個不同單位之華語教

師，另外也包含服務於台灣、日本各個教育單位之一些華語教師為研究對

象。此 3個單位包括甲校的日籍學生，本論文限定於不僅在大學修華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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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甲校短期華語研修班的學生，於乙校學習華語的日籍學生、就讀丙校

的日籍學生，包括來台到各個單位學華語的交換學生而定。 

一、 日籍華語學習者日籍華語學習者日籍華語學習者日籍華語學習者 

於本論文研究的第一個資料蒐集來源為日籍華語學習者，研究者從三

個不同的單位蒐集日籍學生的課堂表現資料。請參考如下蒐集訪談資料來

源。 

 (一一一一)甲校甲校甲校甲校 

每年大概 2月底或 3月上旬甲校的學生會到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參加研習華語文課程:「甲校短期語文研習課程」，他們上兩個多禮

拜的課程(包括參觀活動)，基本上甲校學生早上得上 3 小時的聽說讀寫綜

合「華語課程」，分為 5個班級(A-E)，下午上一對二的輔導課程，前面 3

次是免費輔導，之後自費輔導。參加其研習班的甲校學生在大學的專業並

非為華語系，他們的科系背景為教育、社會、人文、文化構想系，而學校

規定他們 1-2 年級得選修華語課程，接下來的 3-4 年級由個人的需求而修

習華語課程，因此這次參加的學生大部分都是 1-2年級的學生共 25位，請

25位填寫問卷，其中 10位(每班級各 2位)協助我的訪談。以下為受訪談者

基本資料。 

表 三-1 甲校日籍學生訪談基本資料 

名稱 性別 年級 留學經驗 華僑 學華語的時間 中文程度 

1. 甲 S1  男 2  大陸 否 2年  中級 

2. 甲 S2  女 2  美國 否 1年 11個月  初中級 

3. 甲 S3  女 2   無 否 2年  中級 

4. 甲 S4  男 1   無 否 10個月  初中級 

5. 甲 S5  男 1 新加坡 否 10個月  初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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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甲 S6 男 1   無 否 1年  初中級 

7. 甲 S7 女 1   無 否 11個月  初級 

8. 甲 S8 女 2  美國 否 1年 6個月  初級 

9. 甲 S9 男 1   無 否 2年  初級 

10. 甲 S10 男 2   無 否 1年  初級 

((((二二二二))))乙校乙校乙校乙校 

乙校於台灣某大學的語言中心，各個不同背景的國際學生到乙校學習

華語，這些學生來自於 70多個國家，課程內容甚豐富:1 週 10小時的普通

班、1週 15小時的密集班，另外配合個人要求而設置與教師一對一的個人

班。語言程度分為「初級–低中高」、「中級–低中高」、「高級–低中高」，

於「初級–低」到「中級–中」的階段，在課堂奠定一般語言能力的基礎，

完成「中級–中」程度的課程的學生具備能夠於自然科學領域獲得學士學

位的語言能力，修「中級–高」以上的課程包含漢文、哲學、文學、商業

會話、讀報新聞等進行主題的課程來訓練學生的語言能力。參與本研究的

日籍學生為擁有初級到高級語言能力的學生共90位，接受訪談者共14位，

訪談皆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其時間大約 30-40分鐘完成。以下為受訪談

者基本資料。 

表 三-2 乙校日籍學生訪談基本資料 

名稱 性別 留學經驗 華僑 學華語的時間 中文程度 

1. 乙 S1 女 美國 否 1年 初級 

2. 乙 S2 女 澳洲 否 2年 初級 

3. 乙 S3 女 美國 否 1.5個月 初級 

4. 乙 S4 女 美國 否 1年 7個月 初中級 

5. 乙 S5 男 無 否 8個月 初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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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乙 S6 男 法國 否 2年 初中級 

7. 乙 S7 男 美國 否 1年 8個月 中級 

8. 乙 S8 女 大陸 否 2年 中級 

9. 乙 S9 女 無 否 1年 6個月 中高級 

10. 乙 S10 男 大陸 否 6年 中高級 

11. 乙 S11 男 大陸 否 2年 4個月 高級 

12. 乙 S12 女 無 是 2年 高級 

13. 乙 S13 男 大陸 否 3年 1個月 高級 

14. 乙 S14 女 無 否 2年 1個月 高級 

(三三三三)丙校丙校丙校丙校 

該丙校學士班專為國際學生打造以華語與文化為專業的四年制學士

學位課程，提供以第二語言與文化習得 (Second Language &Culture 

Acquisition)為導向的課程規劃，以及國際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課程內容

為:涵蓋華語知識與技能、生活文化與藝術、華語教學與應用、人文與社會

經貿等。參與本研究的日籍學生為就讀 1 到 4 年級的 40 位學生，且受訪

談者共 9 位，訪談模式採用一對一的方式，大約每個人 30-40分鐘。以下

為受訪談者基本資料。 

表 三-3 丙校日籍生訪談基本資料 

名稱 性別 年級 留學經驗 華僑 學華語的時間 中文程度 

1. 丙 S1 女 1 無 否 8個月 初中級 

2. 丙 S2 女 1 無 否 4年 中級 

3. 丙 S3 男 1 無 否 2年 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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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丙 S4 女 1 無 否 2年 初級 

5. 丙 S5 女 1 無 否 2年 8個月 初級 

6. 丙 S6 男 2 無 否 3年 初中級 

7. 丙 S7 女 2 無 否 3年 初中級 

8. 丙 S8 男 3 無 否 5年 9個月 高級 

9. 丙 S9 女 3 澳洲 是 4年 中高級 

10. 丙 S10 女 3 美/英 否 6年 中級 

11. 丙 S11 女 4 無 是 5年 高級 

12. 丙 S12 女 4 澳洲 否 5年 6個月 中級 

二二二二、、、、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台灣籍台灣籍台灣籍台灣籍、、、、大陸籍大陸籍大陸籍大陸籍、、、、日籍教師日籍教師日籍教師日籍教師) 

於本論文研究的第二個資料蒐集來源為華語教師，研究者從 4 個不同

的蒐集來源蒐集訪談華語教師的資料，共 33位。 

(一一一一)甲校甲校甲校甲校短期語文研習班短期語文研習班短期語文研習班短期語文研習班台籍台籍台籍台籍、、、、大陸大陸大陸大陸籍籍籍籍、、、、日日日日籍籍籍籍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 

參與本論文研究的甲校華語教師來自兩種不同類型:第一組為到甲校

教學華語的日籍、大陸籍教授，這 2 位教授未於甲校短華語研修班負責教

學，其工作乃是負責帶團。不過這兩位教授於日本教學經驗相當豐富，趁

機請兩位教授提供給研究者在日本的教學情況。 

第二組為帶這次甲校短期華語研修班的華語教師共 10 位，雖這些華

語教師並不是正規的職業教師，不過他們從 1年級開始接觸各個不同的教

學單位輔導教學，而請這 10 位華語教師進行訪談且分享他們的教學經驗

及感受。整個訪談過程大約 30-40分鐘，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以下

為受訪談華語教師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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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4甲校短期華語研修班華語教師訪談基本資料 

名稱 

 

性別 年級 教學體系 國籍 目前服務

(就讀)單位 

年資 

 

1. 甲 T1 男  日本單一 日本 甲校 30年 

2. 甲 T2 男  日本單一 大陸 甲校 24年 

3. 甲 T3 女 2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2年 

4. 甲 T4 女 2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2年 

5. 甲 T5 女 2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2年 

6. 甲 T6 女 2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2年 

7. 甲 T7 女 2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2年 

8. 甲 T8 女 2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2年半 

9. 甲 T9 女 2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2年 

10. 甲 T10 女 3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2年 

11. 甲 T11 女 3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3年 

12. 甲 T12 女 2 日本單一 台灣 華語所 1年半 

(二二二二)乙校乙校乙校乙校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 

關於乙校的華語教師，參與本研究的華語教師共 13 位，他們通常 1

學期負責 2到 3 個不同程度的班級，這些華語教師到乙校教學華語的經驗

相當豐富，大部分的教師年資超過 10 年以上。其中一位曾經有赴日教學

的經驗，並且願意與研究者分享比較在台、日不同的環境教日籍學生的經

驗。整個訪談過程大約 30-40分鐘，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以下為受

訪談華語教師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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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5 乙校華語教師訪談基本資料 

名稱 性別 教學體系 國籍 年資 

1. 乙 T1 女 混合 台灣 30年 

2. 乙 T2 女 混合 台灣 8年 

3. 乙 T3 女 混合 台灣 12年 

4. 乙 T4 女 混合 台灣 9年(有赴日經驗) 

5. 乙 T5 女 混合 台灣 14年 

6. 乙 T6 女 混合 台灣 26年 

7. 乙 T7 女 混合 台灣 23.5年 

8. 乙 T8 女 混合 台灣 12年 

9. 乙 T9 女 混合 台灣 12年 

10. 乙 T10 女 混合 台灣 18年 

11. 乙 T11 女 混合 台灣 15年 

12. 乙 T12 女 混合 台灣 15年 

13. 乙 T13 女 混合 台灣 8年(有赴日經驗) 

(三三三三)丙校丙校丙校丙校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 

關於丙校華語教師，參與本研究的華語教師共 5位，他們通常 1學期

至少負責 1到 4 個不同程度、不同內容的班級，其中 3位華語教師固定負

責 1年級學生的「綜合華語」課程，且這 5位華語教師也負責針對 2年級

學生的「會話訓練」、「讀寫訓練」、「聽力訓練」課程，以及 2到 4 年

級的「中日翻譯入門」、有關生活文化、歷史、藝術等的課程。其中兩位

教師曾經有赴日讀書的經驗，因而此些教師能夠更明確的告知他們觀察的

結果。整個訪談過程大約 30-40分鐘，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以下為

受訪談華語教師基本資料。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9- 

表 三-6丙校華語教師訪談基本資料 

名稱 性別 教學體系 國籍 年資 

1. 丙 T1 女 混合 台灣 30年 

2. 丙 T2 女 混合 台灣 8年 

3. 丙 T3 女 混合 台灣 7年 

4. 丙 T4 女 混合 台灣 8年 

5. 丙 T5 女 混合 台灣 22年 

 

((((四四四四))))丁校丁校丁校丁校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關於到丁校就職之華語教師，參與本研究的華語教師共 3 位，這些到

台、日不同教育單位的教師能夠提供給我更廣泛、客觀的意見，其中 1 位

日籍華語教師在日本的某大學負責擔任華語教師，這位教師的教學經驗相

當豐富，且提供給研究者日籍學生上課的特徵、在日本教導日籍學生時遇

到的問題、其解決方法等，提示研究者詳細的資料。另 1 位教師曾經有赴

日本大學教書的經驗，在台灣教書的經驗也相當豐富，此教師能夠更明確

地比較學生的差異。最後 1位華語教師到台灣的某大學與言中心教書，此

教師每學期班上都會有幾個日籍學生，因而與研究者分享教師在教書上與

遇到的情況、其他外籍學生與日籍學生互動上的問題等。整個訪談過程大

約 30-40分鐘，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訪談。以下為受訪談華語教師基本資

料。 

表 三-7 丁校華語教師訪談基本資料 

名稱 性別 教學體系 國籍 目前/之前服務單位 年資 

1. 丁 T1 男 日本單一 日本 日本某外語大學 24年 

2. 丁 T2 女 日本單一/

混合 

台灣 在台灣的某大學負責高

級華語課 

27年(共

2年之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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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驗) 

3. 丁 T3 女 混合 台灣 台灣的某大學語言中心 5年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一、 學生訪談學生訪談學生訪談學生訪談 

表 三-8蒐集日籍學生訪談資料來源 

蒐集來源 訪談人數 課堂體系 

  甲校(日本的某大學) 10位 日本人單一班 

乙校(台灣的某語言中心) 14位 自不同國家學生混合班 

丙校(台灣的某大學科系) 12位 自不同國家學生混合班 

 

於本論文研究，訪談是最主要的研究資源，而研究者希望不只蒐集日

籍學生的意見、想法，並也從華語教師的角度來評估日籍學生的學習心態，

因而設計了針對日籍學生、華語教師兩種不同的訪談內容，且從雙方不同

的蒐集資源來統整結果。設計的訪談題目各 10 題，關於日籍學生的訪談

題目，內容為深入自我評估自己上課時的學習狀態、日本的教育（包括英

語教育）如何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心態、不同國籍的同學、華語教師的存在

如何影響到日籍學生的上課表現等等。這些受訪者是問卷發放時募集且自

願接受訪談的學生，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大約 30-40分鐘的訪談。 

二二二二、、、、    教師訪談教師訪談教師訪談教師訪談 

表 三-9 蒐集華語教師訪談資料來源 

蒐集來源 訪談人數 華語教師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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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校短期華語研修班 12位 台灣、日本、大陸籍 

乙校 13位 台灣籍 

丙校 5位 台灣籍 

丁校 3位 台灣籍、日本籍 

 

關於華語教師的訪談，研究者同樣設計 10 題訪談題目，題目範圍為

請教師以豐富的教學經驗來比較日籍學生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之間的

差別、學習特徵及其原因，接觸日籍學生時會遇到的溝通上的困難，請教

對日籍學生有效及無效的教學活動等等，以教學經驗來對比分析這些問題

且請教師提供對日籍學生學習上的建議，同時華語教師如何對待日籍學生

等分享解決的辦法。對於甲校短期語文研習班、丙校華語教師，研究者觀

課時請教師們協助接受訪談，並安排教師空檔的時間進行訪談。對於乙校

華語教師，研究者請曾經就讀乙校時認識的華語教師協助接受訪談，並安

排教師教學空檔的時間進行訪談。對於丁校華語教師，研究者跟華語教師

們通訊連絡安排適當的訪談時間，且進行訪談。此訪談以面對面的方式進

行大約 30-40分鐘。 

三三三三、、、、錄影錄影錄影錄影與課室觀察與課室觀察與課室觀察與課室觀察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本論文採用「觀課記錄」的方式紀錄日籍學生的課堂表現、他們與華

語教師之間的互動、比較他們與其他同學之間的課堂表現等等，研究者以

「觀察者」（nonparticipant observer）的角色，非參與課堂的模式來進行

研究。關於觀課記錄，研究者必須經過校方的同意才能進行其研究法，結

果三校中，獲得紀錄「甲校」與「丙校」課程的同意，因「乙校」要保護

華語教師、學生的隱私權的關係，這次無法觀察此一課程。對於「甲校短

期華語研修班」課程，他們總共有 5 個班級(A-E)，研究者觀課並紀錄各班

大約 2-3次，每一堂課三個小時共 13天的華語課程。對於「丙校」，研究

者挑選日籍學生居多的華語課程，如「綜合華語」、「聽力訓練」、「會

話訓練」、「中日翻譯」等的華語課程，「綜合華語」、「聽力訓練」、

「會話訓練」通常照學生的語言能力分為 3個班級(A-C)，而研究者輪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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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這些課程，「綜合華語」、「聽力訓練」、「會話訓練」各 3次，「中

日翻譯」1 次，花 2 個多禮拜的時間來進行研究。關於觀課記錄結果的分

析，蒐集紀錄資料後，參考錄影觀課的資料來綜合整理日籍學生在課堂上

的表現、他們與華語教師的互動、教師的教學策略等等，從各種角度來分

析歸納出問題類型。 

四四四四、、、、問卷問卷問卷問卷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於本研究需在 3 個不同的地方發放並且請日籍學生填寫問卷，以下為

蒐集問卷資料來源表。 

表 三-10 蒐集問卷資料來源 

問卷蒐集來源 發放問卷數量 回收量(無效) 

甲校 25份 25份 

乙校 40份 40份 

丙校 91份 90份(1份) 

 

    第一個蒐集來源為甲校短期華語研修班，其研習班總共安排 13 天的

華語課程，研究者請教師們協調時間且上課第 3天早上下課後，請學生們

到一間教室填寫問卷，發放 25份問卷後並回收 25份，其中沒有無效問卷。

第二個蒐集來源為乙校的日籍學生，研究者請乙校的辦公室協助後，安排

到其中心 7樓並且花費大約 1 個禮拜的時間發放問卷。發放問卷採用學生

自取的方式，請自願填問卷的學生填完問卷後再收回。研究者發放共 91

份問卷後回收 90 份，其中 1 份為無效問卷。第三個蒐集來源為丙校日籍

學生，研究者請負責「綜合華語」、「聽力訓練」、「會話訓練」課程的

華語教師們協助，研究者觀課時利用休息時間發放問卷，對於「中日翻譯

課程」，於課堂開始前發放且請他們填寫問卷。研究者發放共 40 份問卷

後收回 40份，其中沒有無效問卷。 

    本論文的問卷設計為日籍華語學習者，設計內容可分為 4 個部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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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除了性別、年齡、中文程度等的基本資料

之外，仍設計有關過去留學經驗、平常接觸外語的場合等了解他們的語言

學習背景之問題，這些蒐集的資料能夠提高研究對象的學習背景與研究問

題之間的關聯性。第二個部分設計有關「個人因素」的問題共 15 題，這

15題可分類 5小題，第一小題為「對學華語的興趣」共 2 題(1,2)、第二小

題為「使用華語上的焦慮不安」共 2 題(3,4)、第三小題為「評估課堂上的

自我表現」共 5 題(5,7,8,11,12)、第四小題「對學華語的積極度」共 5 題

(9,10,13,14,15)、最後第五小題為「影響自我表現的負面因素」共 1 題(單

獨專題 6)。 

第三部分設計有關「師生互動」的問題共 15題，這 15題可分類為 4

小題，第一小題為「喜歡的教師特色」共 5 題(2,5,10,11,15)、第二小題為

「要求教師專業態度」共 6 題(3,4,6,7,8,9)、第三小題為「師生親密互動」

共 3 題(12,13,14)、第四小題為「對教師的期望」共 1 題(單獨專題 1)。第

四部分設計有關「課室氣氛及同儕關係」的問題共 15題，這 15題可分類

4小題，第一小題為「課室同儕友善氣氛」共 4題(2,3,4,5)、第二小題為「同

儕互動」共 6題(6,7,8,9,10,11)、第三小題為「順從他人」共 3題(12,13,14) 、

第四小題為「喜歡的課堂類型」共 2 題(單獨專題 1,15)，以下為三向度及

分次小題之表。 

表 三-11 課堂因素及課堂影響因素題目 

三向度 次向度內的題目 題號 

   

   

  個人因素 

(共 15 題) 

① 對學華語的興趣    1,2 

 使用華語上的焦慮不安    3,4 

 評估課堂上的自我表現    5,7,8,11,12 

 對學華語的積極度    9,10,13,14,15 

 影響自我表現的負面因素    6(單獨專題) 

   

  師生互動 

  (共 15 題) 

 喜歡的教師特色    2,5,10,11,15 

 要求教師專業態度    3,4,6,7,8,9 

 師生親密互動    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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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教師的期望    1(單獨專題) 

   

  同儕互動 

  (共 15 題) 

 課室同儕友善氣氛    2,3,4,5 

 同儕關係    6,7,8,9,10,11 

 順從他人    12,13,14 

 喜歡的課堂類型    1,15(單獨專題) 

     

    本論文最後的蒐集資料分析為於問卷的最後部設計了非結構性問題，

請日籍學生分享跟問卷的內容有關的經驗、日本學生在華語學習上遇到的

問題、以何心態面對華語學習等，研究者未嚴格的限制回答的範圍。照日

籍學生提供的資料來歸納分類且統整。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資料分析方式資料分析方式資料分析方式資料分析方式 

一一一一、、、、    訪談分析的編碼架構訪談分析的編碼架構訪談分析的編碼架構訪談分析的編碼架構 

關於分析訪談的結果，蒐集完訪談資料之後，從日籍學生的資料、華

語教師的資料不同觀點來綜合整理，並且找出本論文研究的要點、研究問

題的參考方向。於結論的章節，與問卷結果、錄影、觀課記錄的內容結合

起來進行綜合討論，且歸納出來問題答案。此外，訪談結果的編碼架構係

依據本研究架構，分成自我評估、師生期待以及課室氣氛與同儕等課堂因

素，暨各課堂影響因素，請參考訪談編碼架構之圖表。 

表 三-12 學生及教師訪談編碼架構 

探討課堂因素 學生訪談題目    教師訪談題目 

 
  
 個人因素 

1:日本學生的特質、缺點 
2:上課時感到的緊張壓力來源 
3:調整心情、學習態度之方式 
5:日本教育對語言學習的影響 
7:比較學習華語與英語的心態 
10:如何融入語言學習環境 

1:日本學生與歐美學生之差別 
2:日本學生在課堂上之態度 
3:日本學生感到緊張壓力的來源 
10:與日本學生溝通上的問題 

 
 

8:與華語教師溝通上的問題 
9:無法融入課堂或被排斥的經驗 

5:師生之間是否產生不良的關係 
7:效果不佳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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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互動 10:如何融入語言學習環境 8:效果佳的教學活動 
9:針對日本學生的學習策略 
10: 與日本學生溝通上的問題 

 
 
 同儕互動 

4:與同學一起上課的優缺點 
6:喜歡的課堂環境類型 
9:無法融入課堂或被排斥的經驗 
10: 如何融入語言學習環境 

4:其他亞洲國家學生的表現 
6:日本學生與同學的互動 

二二二二、、、、錄影資料錄影資料錄影資料錄影資料與課室觀察記錄分析結果與課室觀察記錄分析結果與課室觀察記錄分析結果與課室觀察記錄分析結果 

關於錄影與課室觀察記錄的分析，係依據訪談分析的三個課堂因素的

編碼架構(詳見表三-11)，內容以師生互動為主，研究者以蒐集到的錄影資

料來描述日籍學生在學習上的特徵、是否有固定的傾向，他們較易遇到的

問題等等，同時參考觀課記錄的資料來綜合整理，例如，華語教師跟日籍

學生在課堂上如何交流互動，進行何種教學活動時日籍學生變得生動、感

興趣，另外，若教師遇到相反的狀況，他們採用哪種方法解決問題等深入

進行探討。 

三三三三、、、、問卷分析方式問卷分析方式問卷分析方式問卷分析方式 

本研究依據各校的個人相關因素，分析其在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

儕互動等課堂因素的表現。呈現方式先以整體的三校進行分析，再分別以

各校的五個個人背景變項之描述統計，說明課堂因素在日籍學生學習華語

時的現況。以下就問卷分析程序，編列為分析 1 至 5，分別詳述之。 

    首先「分析 1」調查全體的日籍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如性別、年齡、

語言程度、留學經驗、使用華語的程度等 5 種因素與問卷裡的課堂因素「個

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之間的關係。「分析 2」調查三

校(甲校、乙校、丙校)日籍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與問卷裡的課堂因素「個

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之間的關係，且探討三校學生之

間的差別。「分析 3」調查三校(甲校、乙校、丙校)日籍學生與問卷裡的

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各課堂影響因素的

關係。「分析 4」調查三校(甲校、乙校、丙校)日籍學生的資料與問卷裡

的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之間的關係，其

分析為了調查各 3 校的日籍學生對各課堂因素顯示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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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5」調查單獨專題的分析結果，研究者在課堂因素「個人因素」、

「師生互動」、「同儕互動」中設計了 3 種單獨專題分析的題目。第一題

為「個人因素」中的「造成負面的學習氣氛」，調查日籍學生感到壓力或

對自我表現造成負面影響的學習氣氛。第二題為「師生互動」中之「在語

言學習上對教師的期望」，這一題調查對日籍學生在學習上對華語教師的

依賴度。第三題為「同儕互動」的「喜歡的課堂類型」，調查日籍學生喜

愛的課堂類型，他們較喜愛個人班，如班上 2-3 個人的小班，還是較喜愛

5-6 以上的同學來編組的大班。經過以下 5 種分析來找出日籍學生在學習

上的傾向、他們的學習心態之傾向，與最後訪談結果、觀課錄影記錄的結

果結合起來一起討論且歸納出類型及探討總結論。以下為問卷分析表。 

表 三-13問卷分析 

                                              

3課堂因素為「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 

           問卷分析內容 

分析 1 個人背景變項+三校+課堂因素3 

分析 2 個人背景變項+分三校+課堂因素 
分析 3 三校+課堂影響因素 

分析 4 三校+課堂因素 
分析 5 單獨專題分析(共 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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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章章章章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與研究結果與研究結果與研究結果與研究結果 

本章探討為以三個不同學校單位(包括台灣、日本地區)學習華語的日

籍學生及到其單位擔任華語教師進行的訪談內容與結果。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學生訪談資料分析結果學生訪談資料分析結果學生訪談資料分析結果學生訪談資料分析結果 

一一一一、、、、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1.日籍學生的特質、易遇到的學習障礙為何?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日籍學生擁有的特質

在語言學習上會因為以下所述的一些因素，而造成學習困難。第一個因素

是：具備完美主義傾向，而害怕犯錯，所以常常表現出靜默或避免發言的

學習行為。 

「認為日本人偏向於完美主義，犯錯就會覺得丟臉。如果自己在課堂上犯了什麼錯，會

想徹底的改善，當他們犯錯或不能回答問題時覺得對教師很不好意思，對『犯錯』這行

為有罪惡感」(甲 S2 訪談記錄) 。「同學很在意自己要說得有沒有對，等聽到別人的答案

後，自己才能說出來，而且如果說錯會覺得不好意思。看到同學表現得很好時自己就變

得很畏縮」(甲 S8 訪談記錄) 。 

「有些日籍學生過度在意語法的順序、聲調，每個環節都要顧及而導致最後不敢開口講

話」(乙 S13 訪談記錄) 。「認為華語的發音相當難，『發音不正確就不應該講話』等，

對自己的要求較高」(丙 S6 訪談記錄) 。 

 

    第二個因素是：過於在意他人眼光，為了營造對安全發言環境的需求，

因此，有時候會隱藏自己真正的想法，或者避免表現出自己的能力。 

「日籍學生先等別人的反應才決定自己怎麼表現，也不知道怎麼提問，如果提問或表達

自己的意見時會擔心別人眼裡的自己。自己積極參不參與課程與同學熟不熟悉有很大的

關係」(甲 S3 訪談記錄)。「許多日籍同學不太喜歡在人群中表現出色，明明知道答案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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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舉手回答，而且有些人為了避免突出，故意將發音發得不好」(甲 S7 訪談記錄)。 

「同學許多日籍學生總是太在意周圍的狀況，也怕與他人之間產生不好的氣氛，故不會

馬上表達自己的意見，等到最後才會傳達自己的想法，也過於重視禮貌、面子等等，然

而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日本人到了國外生活、上課時也會變得相當吃力」(乙 S2 訪談記

錄)。 

「很在意別人的眼光，擔心別人覺得她很奇怪，其實周圍的同學並沒有對我不好，只是

自己特別憂慮別人對我的看法」(丙 S1 訪談記錄)。「我很在意周圍的教師、同學的反應，

例如，『某某人是不是心情不好?』，會擔心自己與教師、同學的關係變得不穩定」(丙

S5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上大班課時不敢舉手發言、提問，班上有幾個主動發言的同學，

大部分都是來自歐美的同學，而自己的心裡會放心的想『有人幫我發言』而不主動發言」

(丙 S9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過度注重禮貌、團體精神，反而在語言學習的課堂上

無法好好表現自己，影響到他們的學習進度。 

「大多日籍學生很害羞，若其他同學較會表達意見與發言，自己就會等到被老師問才回

答，而且許多日籍學生不主動講話的原因為『沒什麼特別的事情不需在大家的面前講』，

久而久之自己變成了旁觀者。班上有幾個日籍學生要發表跟日本有關的話題時，會互相

讓步，並找一個較會講話的人當代表，周圍的人都配合代表人的意見等等」(乙 S4、乙

S14 訪談記錄)。「擔心班上的教師、同學是否能專心的聽他講話，有些教師、同學未等

學生講完馬上插嘴，這樣的時候，會覺得不受尊重，導致自己無法講下去」(乙 S13 訪談

記錄)。 

「一般日籍學生遇到問題時，都會嘗試著自己解決問題，真的不懂的時候，才去找教師

問問題，我習慣儘量自己解決問題，有的日籍學生會認為『舉手提問就會耽誤課程的進

度、不好意思打擾教師的課程進度』而下課後才會去問老師或班上其他同學，免得自己

耽誤上課進度」(丙 S2 訪談記錄)。「教師問學生一些敏感的問題時，日籍學生相當注重

禮貌，避免說會發生衝突的意見」(丙 S5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習慣與自己本國的學生在一起，雖在課堂上跟外國學生交流，但遇到語言上

的問題，仍是覺得跟其他日籍學生一起較舒服」(丙 S9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因某些複雜的心理因素，例如，嫉妒、羨慕，就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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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表現良好的同學，因此這些同學的行為有可能影響表現良好的學生，使

他們變得退縮，以及耽誤自己的學習。 

「日籍學生有習慣取笑發音好的同學，如發英語、華語等較誇張的音時，她周圍的同學

會覺得害羞，因此很多同學怕被取笑，因而無法脫離講有日語口音的外語」(甲 S3、甲

S7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造成學習困擾的因素之外，有同學認為良好的學習環境、

年齡、個性影響日籍學生學習語言的態度，以及培養更擴展的心胸。 

「以前在日本時，與其他日本人一樣，配合別人，融入在那環境使他有安全感。我在高

中時到新加坡生活，那裡的環境特色是接受每個人的不同人格特色，就開始不怕與眾不

同，很早就接觸異文化的經驗改變自己的邏輯思考、心態，覺得不需過度在意他人，變

得自由自在的表現自己」(甲 S5 訪談記錄)。 

「曾經到美國留學生活，一開始不太會說英語而常常覺得丟臉，不過過了一陣子就覺得

『在學習的過程中犯錯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開始主動與別人交談，從犯錯中不斷的練

習進步，因此現在學習華語時不易感到丟臉、害羞等的問題，在美國學習英語的經驗助

於改變自己的學習心態」(乙 S7 訪談記錄)。「以前上課時不愛表現自己、不講話，但因

曾經到美國留學的經驗改變自己的態度，較不在意別人的想法、眼光」(乙 S1 訪談記錄)。 

「年紀大，經驗又豐富的日籍學生積極的講話，不怕失敗，較年輕的日籍學生只會同意

別人的意見。本來的個性和學習語言有相當大的關係，個性很活潑、愛聊天的個性，這

樣的人學習語言的時候，還是一樣保持積極主動的態度」(乙 S4、乙 S11 訪談記錄)。 

「覺得除了自己之外，大多日籍學生上課時很安靜，雖然我認為自己的個性很內向，但

我在關西地區長大，討厭安靜尷尬的氣氛而會主動講話，於是，我在上課的時候會儘量

講話」(丙 S8 訪談記錄)。 

「分析學習表現很主動的日本人可分為兩種;一種為以前到國外留過學的日籍學生，另一

種為本來的個性很開朗、愛講話的日籍學生，他們上課時主動發言、對自己的意見很清

楚、不怕被別人批評等」(丙 S9 訪談記錄)。 

2.當你上華語課時，什麼樣的因素使你感到緊張或壓力?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日籍學生在語言學習

上易感到緊張或壓力，而造成學習困難。第一個因素是：教師對學生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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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影響到學生是否在課堂上願意表達自己、怕不怕犯錯。 

「對沒有笑容的教師感到不安，感覺自己做了什麼事情而教師生氣，或有時候教師對學

生講話的內容沒有反應，這些教師的行為都會造成學生的不安」(乙 S14 訪談記錄)。 

「教師的教學態度較嚴格、課程的難度高、自己未好好預習時，這三個因素都會讓我感

到壓力。如果課堂氣氛較不輕鬆不快樂，教師給學生過大的壓力時，我易感到被壓抑又

不快樂」(丙 S2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被隨機點名、在大家的面前表達自己、其他同學沒有

問題時，日籍學生特別感到緊張、壓力或不自在等狀況。 

「上課的時候，先觀察其他同學的表現、聽他們的意見，最後才講出來自己的意見且做

結論，若想法還沒清楚就講出來，大家可能聽不懂，也很有可能被他們嘲笑，為了避免

這樣的狀況，他習慣最後才表達意見。還有，被教師問陌生的問題或者自己表達一些事

情時突然不知道怎麼解釋時，就會開始緊張起來」(乙 S1、乙 S11 訪談記錄)。 

「當我被教師點名回答、在大家的面前念課文時最緊張，尤其是 1 年級的時候，緊張到

一直冒冷汗，現在雖不那麼緊張，不過不知道自己是否答對問題時，習慣一直觀察對方

的反應判斷自己的表現好不好」(丙 S6 訪談記錄)。「當自己看不懂課文並在大家的面前

報告的時候，感到非常緊張，雖然同學之間很熟，但是一站在同學的面前就會不知道看

哪裡，不習慣看聽眾的眼神表達自己的意見」(丙 S12 訪談記錄)。 

「大學 1、2 年級時不想在課堂上被點名，因自己覺得華語程度不夠好，而怕別人聽不懂

而變得不敢講話，看著來自歐美的學生很會講話，而自己也會出現『我也應該講得那樣

流利』的想法且給自己壓力。曾經到美國、英國留學，因此我能了解歐美學生的講話技

巧，不過自己的個性『不想受到關注』這一點難以改變。尤其是相當討厭與別人爭論，

想到有可能自己說的話會影響到別人的心情就會感到壓力過大，身體出了狀況」(丙 S10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師生、同學之間的親密度，其會影響到他們是否在課

堂上輕鬆愉快的上課。 

「同學間熟不熟悉對語言學習很重要，熟悉的話可以用華語玩遊戲，上課外也可以討論

華語的一些問題、興趣等等，有可以一起分享的同學關係時上課就不會感到壓力」(甲 S5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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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提到若自己與班上的同學不熟，會在意他人的眼光而不敢開口講話，不過我現在

與班上同學之間的關係很親密，如果有人犯錯也可以當作玩笑，在這樣的環境不怕犯錯

等等，同學熟不熟會深深影響到自己的課堂表現」(乙 S3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在學習華語課堂上還得應付英語，日籍學生在多元化

的環境中經常得接觸英語，這造成他們相當大的壓力。 

「因初級班的課程大部分皆使用英語說明，造成有些不善於英文的日籍學生感到甚大的

壓力，參與課堂的意願漸漸低落，只能依賴會說英語的日籍同學翻譯，除了學華語的壓

力，仍得擔憂天天聽不懂英語，學習得不快樂」(乙 S5 訪談記錄)。 

  第五個因素是：比較自己與其他學生的語言能力時，易造成低估自己，

及給自己相當大的壓力。 

「當我發表意見前，別人發表的內容很棒，就變得很畏縮，對自己要發表的內容失去自

信，發表言論與意見是一個使他感到緊張的活動」(乙 S1 訪談記錄)。「班上有的學生比

我說華語說得很好時，我會自然的比較他人與自己的能力，雖他們是他的學習目標，不

過在心裡還是會跟這些學生競爭」(乙 S11 訪談記錄)。 

    第六個因素是：華人背景的學生通常說話能力通常優於一般的學習者，

但遇到他們的弱點時，會造成他們在學習上的壓力。 

「我的媽媽是台灣人，從小就聽華語，聽力與說話的能力比一般的日籍學生優異，但我

缺乏書寫華語的訓練因而得用華語寫東西的時候，會感到壓力與緊張」(乙 S12 訪談記

錄)。 

「在大家的面前報告、針對某個主題表達自己的意見時，感到相當大的壓力常常會腦袋

一片空白，擔心別人覺得我的表現怎麼樣、不想在大家的面前失敗，因我是台日混血，

故其他日籍學生以為我的華語能力很高，覺得不想使大家失望」(丙 S9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造成課堂上的緊張、壓力因素之外，有同學認為年齡較大、

有留學經驗、華人背景會影響日籍學生學習語言的態度，及較不易感到壓

力及緊張。 

「現在在台灣上課時，會欣賞其他同學表現的很好，不過並不會給自己壓力，我認為這

有可能之前在澳洲生活久了，在那裡為了生活試著擺脫易感到害羞、怕丟臉等的個性，

故在台灣上課時雖自己的華語程度不夠好，然可以保持積極的態度面對上課」(乙 S2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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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記錄)。「曾經到美國讀書的經驗使自己不怕犯錯、也不怕失去面子，不過這與同學年

紀的大小也有相當的關係，若其他同學比自己年紀小，自己就較不易感到緊張」(乙 S5

訪談記錄)。 

「年紀大了，經歷了不少丟臉的事情後就不會再怕在課堂上犯錯，做什麼、想什麼都是

自己的責任」(乙 S6 訪談記錄)。「曾經出社會工作幾年才回到大學重新念書，跟工作上

的壓力比起來，學習上的壓力算小，而且我的社會經驗較豐富，在課堂上表達的內容甚

多，對自己也較有自信」(丙 S8 訪談記錄)。 

3.當你感到緊張或壓力時，如何擺脫不舒適的感覺或調整情緒?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日籍學生以各種不同方式來減輕學習華語上

的壓力，第一個因素是：承認自己的語言程度，接受自己現在所擁有的語

言能力，且不要給自己甚大的壓力，樂觀的態度對對語言學習較有效。 

「大學一年級時修的英語課，班上大部分是曾經僑居海外的同學，他們的英語相當流利，

這使我完全失去自信，最後變成參與課程的態度不積極。但也因為過去上過那英語課的

經驗，讓我學習到以較輕鬆的態度看待語言學習，這樣較不會有比較的心態，學習態度

反而比較樂觀，學習效益也隨之提升」(甲 S8 訪談記錄)。 

「因我之前在日本的學校擔任班長等職位的關係，已經習慣在大家面前講話、犯錯等行

為，認為上課時要接受自己犯錯，不要否定自己的錯，這樣才會對控制情緒有幫助，也

可避免變得恐慌」(乙 S5 訪談記錄)。 

「平常上課時不會感到壓力，不過我在大家的面前報告的時候，仍是會感到一些壓力，

他消除壓力的辦法為告訴自己『緊張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不會過度去在意，就這

個壓力自然而然轉為自信」(丙 S3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給自己機會嘗試、適應環境的時間，有些人在課堂上一

失敗或適應不了環境就變得退縮，但勇敢的去嘗試，並且挽回自信也是個

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成長的一個好方法。 

「如果遇到自己犯錯而緊張焦慮的情況，我會再給自己機會挽回失敗的經驗，例如，利

用自己犯錯的詞彙或語法在課堂發言，能夠運用這些就可以降低壓力」(甲 S9 訪談記錄)。 

「了解一位教師、同學需花很久的時間，一開始雖覺得較難相處，不過先不要判斷跟這

些教師、同學不合，先利用各種方式、各種話題試著與教師、同學溝通，給彼此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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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乙 S10 訪談記錄)。 

「語言學習就是不斷的前進，不斷的失敗，才會有進步的空間。若感到很大的挫折，建

議給自己一點空間，最後不要放棄、學習其語言的目標要清楚才是重要的關鍵」(乙 S6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是找老師、朋友分享自己的煩惱，例如：找一些當地朋

友加強華語能力、找朋友聊一聊心情來調整不穩定的情緒。 

「若班上有很會講話的同學，感受到自己與他們能力的差異時，常常對自己失望，雖然

我不太會組合正確的句子、常犯錯，不過我努力開口表達自己的意見來練習，透過主動

參與課程且請求教師協助練習的機會」(乙 S8 訪談記錄)。 

「學習上遇到大部分的問題跟自己的學習辦法有關係，若自己在課堂上聽力、口語能力

較弱，我上課前會主動加強聽力練習或找台灣的朋友練習講話，後來發現上課時漸漸感

到這些效果，可以較流利的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個人覺得針對弱點不斷的加強就是減輕

學習上的不安之解藥」(乙 S9 訪談記錄)。 

「通常遇到課堂上的問題時，會整天無法專心上課，因而會找一些日本的好朋友傾訴煩

惱的事情，而我遇到困難時找日本朋友的原因是同一民族的關係，不用多解釋對方很快

就能理解狀況。我覺得一樣來自亞洲地區的同學，他們的想法顯然不同，對方無法十分

了解日本人的煩惱，反而被說『為什麼煩惱這樣的事情?』，深深感受到不同國家的人有

不同的想法」(乙 S14 訪談記錄)。 

5.在日本受過的傳統教育如何影響到你對語言學習的態度?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日籍學生受到日本教

育的影響，而造成學習困難。首先，第一個因素是：自己不想突出而配合

他人，不少日籍學生擔心不被認同，因此儘量不讓自己受到注目。 

「日本的教育潛在較不接受與眾不同的看法或態度，而且日本人較缺乏自信，因此跟外

國人在一起時無法主動主張自己的想法，感覺儘量表現自己」(甲 S2 訪談記錄)。「日本

的教育重視全體一致，而不知不覺配合別人的想法、意見，也會在意別人的眼光，所以

基本上上課時避免打斷上課進度表達自己的意見等等」(甲 S4 訪談記錄)。「在甲大學上

課時，在課堂上很少發言，因積極發言的人易受到注目，而且怕其他同學對自己的評價

不好。雖然平常特別未注意到其行為及原因，我想這可能是從小在日本的教育中培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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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甲 S9 訪談記錄)。 

「與日本學生一起上課時，因為民族性相同，在課堂上發表意見時，答案上不會發現新

的、獨特的想法。日本人也較安心與別人擁有同樣的想法，因為有時候這樣能確認自己

是個正常、標準的日本人」(乙 S1 訪談記錄)。「常常思考『如果問這樣的事情別人覺得

怎麼樣?』、『避免表達會被別人覺得奇怪的事情』等，在日本培養出來在意別人的眼光、

不該說無禮的話等習慣。日本的義務教育促進日籍學生『隱藏自己真正的想法』，而沒

有習慣主張自己的意見，不過，若要學好外語，就必須突破害羞的個性，得試著努力表

達自我」(乙 S14 訪談記錄)。 

「在上課發表時，不知不覺考慮『不應該發表太過誇張的想法』、『儘量講一般人可以

接受的意見』等，尤其是班上有許多日籍學生的課，我更在意『避免表現突出』的問題。

在日本的大學上課時，不管上哪一門課，都不擅於主張自己的意見，常常在意別人的眼

光，因此說出來的意見都不是自己真正的想法」(丙 S1 訪談記錄)。「以前在日本上學的

時候，配合其他人的意見，若他積極的發表意見，其他人用異樣的眼光看我，而我在課

堂上感到不太自在，儘量壓抑自己，不說自己的意見」(丙 S3 訪談記錄)。 

「許多日籍學生在日本的義務教育中被要求『要求完美的限定主義』，若犯錯，會從一

百分中慢慢被扣掉分數，故常常首要思考的都是這樣回答是否對不對，才能講出來」(丙

S6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比較自己與他人，日本的傳統教育較傾向於注重考試

的成績、表現來決定個人的能力，故學生不知不覺比較自己與他人在學習

上的排名。 

「我會自然的與其他班上的日籍學生比較成績、表現，懷疑自己是否學華語學得不好時，

比較自己與其他日籍學生的進步狀況來判斷自己是否優於他人。我較會擔心『如果在台

灣學不好華語，回日本後不知道別人怎麼想?』等，因我在日本較在意別人的眼光，不過

現在我對在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感到輕鬆」(乙 S9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缺乏表達自己意見之能力，日本的傳統教育缺乏鼓勵

學生思考表達自己的想法，到了國外被要求分享自己的意見時，日籍學生

就如同遇到困境。 

「不管在日本一般的上課或語言課，皆沒有什麼機會讓每個人都可以發言或練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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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都是全體練習，所以無法滿足個人的學習需求。日本的教育制度沒有習慣少數型

的交流意見方式，不過最重要的是學生參與課程的態度，即使教師鼓勵學生發言，卻大

部分的學生還是不主動發言，有些較會讀書的學生避免說錯丟臉的狀況，而保持沉默等

等」(甲 S5 訪談記錄)。「觀察到日本的教育裡沒有機會訓練表達自己的意見、想法，因

此不太習慣在大家的面前表現自己，有時候連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我開

始學英語、華語後更強烈的感受到缺乏自我表達能力」(甲 S8 訪談記錄)。 

「日本的教育未促進學生訓練辯論傳達自己的意見，『批評他人是不好的事』這種想法

深深烙印在腦海中，因而造成過度贊同他人的想法，常常被其他國家的人認為『不知道

日本人在想什麼?』等，日本人的社會不太喜歡突出的人、傾向於嫌惡有自己的意見之人，

如此環境中無法創造有主見的日本人」(乙 S6 訪談記錄)。 

「曾經在日本的大學讀書的時候，幾乎沒有機會練習表達自己的想法，而在台灣學華語

時，許多學生馬上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卻完全表達意見之狀況，感受到在學生時代

未培養思考的習慣，進行討論時特別感到吃力」(乙 S11 訪談記錄)。「曾經在日本受教育

時，相當被動，學校的風氣為『不可以主張自己的意見』，學生要乖乖的接受教師的要

求，來台之後發現許多學生擅於表達自己的意見，雖我無法那麼積極表達意見，不過看

情況該主張時還是會開口說」(丙 S5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在日本受過的英語教育，在日本的英語課的內容、課堂

氣氛等，容易帶給認真學習的學生負面的影響。 

「日本的英語教育帶給學生負面的影響，針對發音的練習應該採取更專業的態度讓學生

習慣說外語，不然學生會排斥外語的發音，或有些學生取笑發音不夠標準的同學，這些

情況都會增加學生的挫折感」(甲 S2 訪談記錄)。 

「在日本受過的教育相當被動，因此學習英語時花了不少時間，仍是不太會講話，這些

教育制度無法建立一個訓練口語能力的環境，對願意學習語言的人而言，相當吃力」(乙

S7 訪談記錄)。 

「在日本受義務教育，尤其是上英語課程相當吃虧。日本的教育相當重視自己國家的語

言，因此英語教育制度甚落後，學生只背生詞、語法，都沒有實際的會話練習，加上連

英語教師的日語口音相當重，沒有理想的語言學習環境」(丙 S11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日本傳統教育帶來造成的負面因素，有些同學並不認為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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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對語言學習有如此大的影響。 

「日本的傳統義務教育並沒有對個人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到國外留學的日本學生，他

們的學習目標相當清楚、學習意願高，他們的學習意願決定其學習態度，因而我並不認

為是日本的教育制度的關係」(乙 S4 訪談記錄)。 

「在日本上的學校有很多日僑，因此這些學生善於主張自己的意見，常常辯論，我已習

慣與別人交換意見、不怕在大家的面前表達自己的想法，來台學華語的過程中不少人認

為我是個『不像典型的日本人』，一般的日籍學生較缺乏自我思考的能力，總是期待教

師提示學生怎麼做，在教室過度依賴教師教導一切，這導致許多日籍學生不習慣自主思

考事情」(乙 S8 訪談記錄)。 

「長大的地區跟個性有很大的關係，我在大阪長大，從小就不在意小事，因此在學習上

遇到困難也不會一直感到挫折，在課堂上犯錯時笑一笑，『下次再努力就好』，反而無

法理解為何其他日籍同學在學習上那麼容易感到壓力，怕失敗」(丙 S12 訪談記錄)。「台

灣人較隨興，我來台後感染到一些台灣人的特徵，而不如在日本生活，不那麼在意小事

情，她擷取台灣人跟日本人的各個優點」(丙 S4 訪談記錄)。   

7.學習英語或其他語言的時候，你也會遇到不敢開口說話、怕說錯等的學

習障礙嗎?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日籍學生學習不同語

言就有不同心態。首先，第一個狀況是：學了多年卻不會英語的壓力、或

擔心自己表現很好就被同學排斥。 

「在美國留學學英文時，不想常跟其他日本人在一起，希望優於其他日本人，但是因在

意別的日本人的眼光，上課時有問題也不敢舉手問問題。另外，看到大家的英語都說得

很流利，對不太會說英語的自己感到羞恥」(甲 S2 訪談記錄)。「學習英語的壓力比學習

華語的還要高，日籍學生在日本的教育中學英語許多年，而會英語的人與不會的人之間

的差別甚大，在日本會感到『學了這麼多年的英語，會英語是應該的』等壓力」(甲 S8

訪談記錄)。 

「在日本從中學開始學英語，卻到了美國之後完全不會講英語，學了英語這麼多年的我，

當時感到很大的挫折。我認為整個日本的英語學習制度有問題，因課程並沒有針對提高

口語能力的練習，許多學生還是不敢開口講話，大部分的學生是為了考試才拼命學英語」

(乙 S1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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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英語感到的壓力勝於華語學習的壓力，在台灣接觸到活生生的英語的機率相當

高，以前在日本學了很久的英語，不過仍是只能說簡單的詞彙而已，因為現在的華語程

度仍不足，有的教師、外國學生會用英語解釋，這樣的時候我常常聽不懂，而心理感到

焦慮:『會說英語才能與教師、同學溝通』」(丙 S4 訪談記錄)。 

  第二個狀況是，特別感到緊張、壓力或害怕犯錯、怕丟臉等狀況，其

原因來自於學習者需要負責自己來台學華語的決定，而給自己相當的壓

力。 

「來台學華語是自願而來的，設定給自己的目標甚高、周圍的同學的學習意願也相當高，

因而容易感到壓力」(丙 S2、丙 S7 訪談記錄)。 

   第三個狀況是，華語與日語的語言結構差異甚大，故學習華語上感到

的壓力比學習英語仍要大。 

「對學習華語時易感到不安，因華語的發音相當複雜，英語的發音卻不需發得很清楚也

能夠溝通，怕發音不正確而造成講話時沒有自信，如口試時聲音自然的變得小聲，相反

的，考筆試時對自己很有自信，因以上種種導致對聽說讀寫的學習態度落差相當大」(乙

S3 訪談記錄)。 

    第四個狀況是，有的學生認為不管學習什麼樣的語言，在課堂上仍易

感到壓力，其原因來自於日本傳統教育的影響、怕被同學嘲笑、他人的眼

光等因素。 

「不管上英語課或中語課，只要在大班課中就會感到壓力，也會在意在別人眼光中的自

己，相反的，上小班課時較不在意別人，因此自己的表現與課的組別有很大的關係」(甲

S9 訪談記錄)。 

「我認為不管學習什麼語言，還是會在意其他日本人的眼光、怕犯錯，曾經在日本的補

習班學過英語，上班課時犯了一些錯誤就被其他學生嘲笑，之後我發言前都會先思考是

否正確才發言。我想許多日本學生有這樣的傾向，怕被其他同學笑，開口前想了很久為

了找出完美的答案，因此比起其他國家的學生，回答問題前思考的時間相當久」(乙 S11

訪談記錄)。「若自己在初、中級班，在課堂上犯錯也不在意，『在這個程度犯錯是自然

的事情』，不過如果自己的程度已經是高級，就不能輕易犯錯，會對自己的表現易感到

緊張擔心」(乙 S13 訪談記錄)。「不管學哪種語言，一樣會感到某種壓力，以前在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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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補習班學過英文，那時我的課堂表現被周圍的學習氣氛影響到，倘若能進到活潑的

環境上課，我也能夠積極的開口講話，進到課堂氣氛較沉默的，我就完全無法開口」(乙

S14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語言學習帶來的負面壓力因素，有些同學在語言學習上並不

會感到困擾，其原因來自於學習意願、留學經驗、以流利的英語作為溝通

的途徑。 

「我並沒有給自己甚大的壓力，『我是日本人，當然不太流利會說外語』，以樂觀的態

度面對語言習得，也並沒有期待得到別人的讚揚，我認為這樣的想法對語言學習有幫助」

(甲 S4 訪談記錄)。 

「在日本的學校上的英語課程是義務性的、『自己不想學也要學』之被逼迫學習的語言，

而無法從中找到快樂學習的目的。相反的，學習華語雖然偶爾感到壓力，不過這只是『想

表達一些事情卻語言能力不足而感到一點挫折感』，華語是自己決定開始學的語言，這

壓力對我而言是個良性的壓力」(乙 S9 訪談記錄)。 

「現在不太會說華語並不會感到不安，因為如果用華語真的無法溝通，可以用英語就好」

(乙 S5 訪談記錄)。 

「曾經到澳洲留學的時候，不管自己說的英語有沒有錯，積極的跟本地人講話，完全不

怕犯錯，這積極的學習態度跟年紀也有關係，因當時年輕，才敢積極的學習」(丙 S12 訪

談記錄)。 

10.日籍學生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保持自我，且與教師、同學交流呢?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雖然語言學習是個不

容易的事情，但他們對學習態度有幾個因素是個相當正面的。第一個因素

是：對自己要有自信，不要怕犯錯，有些日籍學生一犯錯就認為自己的能

力比其他同學差，但此習慣阻礙他們的學習進步。 

「日籍學生對自己要有一點自信，『至少我會說一點點』這個想法很重要。建議日本學

生不用追求完美、不用怕失敗，因為語言最重要的就是溝通，以輕鬆態度學習語言應該

更有效果」(甲 S3、甲 S5 訪談記錄)。 

「『剛進到語言中心或大學學華語時，誰都不認識你以前的樣子』，如果自己以前是個

不太會講話、很安靜的人，可趁此機會改變、擺脫自己，試著當主動積極的人也是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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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辦法」(丙 S2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學生要明確知道自己學習華語的目的，想像以後想要

達到何種成就，這樣才能有辦法擺脫自己在學習上的壞習慣。 

「『來台灣學習華語的目的要清楚一點，目標清楚自己的學態度自然的變得很主動，要

感謝學校給予我們學習的機會!』。我認為目標很清楚的學生在課堂上很勇敢、不怕犯錯」

(丙 S4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建立獨立的態度。因為日籍學生習慣團體行動，較怕

自己與眾不同，然而，要學好語言需要獨立的想法、行為。 

「日本人喜歡集體行動，雖然集體活動可以安心地上課，不過太重視周圍的反應與和諧，

若希望將語言學好，得放棄過重視集體行動的概念，重視獨立學習的重要性」(甲 S9 訪

談記錄)。 

「日籍學生過於注重和諧、與其他人一樣，但沒有主見的這些日籍學生反而看起來沒有

存在感，缺乏積極的態度，於是，應該保持既和諧又積極的態度才會對語言學習有幫助」

(乙 S3 訪談記錄)。「這裡與自己的國家環境明顯不同，許多日籍學生對異國文化差異相

當敏感，有的人無法接受其變化，故在國外還是喜歡與同國家的人在一起。不過，我刻

意避免與其他日本人交流的機會，主動與不同國籍的學生交流對語言學習相當有效」(乙

S8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連到了國外，他們都習慣與同一個國家的學生一起，這是個浪費學習語言的

行為，不管溝通上有無問題，建議把握機會與外國人交流」(丙 S3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有些同學認為提議日本教育的改革：從訪談的結

果來看，受試者的一半受到日本的教育之負面影響，而為了改變其傾向，

需改革教育制度。 

「日本教育該改善注重背誦的模式，不如注重溝通式的課程之教育制度，許多學生語言

知識多卻一句話都說不出話來，這令學生感到甚大的挫折感，如果整個教育風氣能夠改

變，日籍學生對語言學習的態度也變得將會變得更積極」(甲 S10 訪談記錄)。 

「如果你有學習意願，千萬不要在意其他日籍學生的眼光，來台學華語是難得的機會，

要好好把握機會」(丙 S1 訪談記錄)。 

「累積經驗、不要怕說錯，經歷數不盡的失敗後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不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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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小事情，對事情不要有刻板印象，應該要積極發言」(丙 S8 同學、丙 S12 訪談記錄)。

「學生犯錯並不是教師的問題，這是學生自己的責任，學生自己該反省，建議日籍學生

『不要過度在意別人的眼光，跟自己的要求爭取學習的機會』」(丙 S7 訪談記錄)。 

二二二二、、、、師生師生師生師生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8.與華語教師溝通上有什麼樣的問題?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不少日籍學生與華語教師溝通時遇到困

難，會造成不良的師生關係。第一個因素是：有些教師在課堂上給學生的

回饋不足、不遵守約束、缺乏創意性，而感到失望。 

「教師應該記住自己與學生口頭約束的事情，學生對教師有所期望，若教師只是說說的

態度使學生很失望」(甲 S1 訪談記錄)。 

「曾經在大陸學華語時，教師的回饋相當不足，教師只說『對』或『不對』，不會告訴

學生為什麼不對、怎麼樣學可以避免犯錯的例子」(乙 S10 訪談記錄)。「有些教師期待學

生能夠回答標準答案，尤其是年紀較大的教師，但有些學生回答不了其問題，教師給學

生提示的說明又不清楚而造成學生對問題有疑慮」(乙 S4 訪談記錄)。 

「有的華語教師在課堂上一直講同樣的事情，例如，教師的私人生活、興趣等，若學生

對這些話題有興趣、可學到新的知識就能夠忍受，不過每次講的內容差不多，學生也會

開始對這些話題沒有興趣，教師卻未發現學生的反應，所以有時候遇到這樣的教師感到

懊惱。因高級程度的學生基本上有能力與教師交談各種話題，有時教師會忘記自己的角

色，會以自己有興趣的話題優先」(乙 S14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有些教師針對日本文化的特色、背景，表達不適當的

意見，傷害學生的心。 

「教師不應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生的個人背景(例如:皮膚的顏色)、學生來台的原因會

有嘲笑、批評的行為，有些教師不小心對學生說的話造成傷害學生的心，教師需依照每

個國籍的學生的態度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學生」(乙 S2 訪談記錄)。 

「曾經遇到的華語教師對日籍學生很冷淡，當日籍學生發表意見時，常常不等到學生講

完，教師就故意結束此話題，可能對日本的歷史、一些跟日本人有關的案件等等這些社

會因素影響到教師對待日籍學生的態度。另外，有些教師上課時在大家的面前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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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發音很奇怪』等，特別針對日本人說一些負面的話傷學生的心，教師不該在課堂上

說個人的看法」(乙 S13 訪談記錄)。 

「有些華語教師開同學的玩笑，教師雖提醒學生『這只是個開玩笑』，不過，學生聽到

之後還是會很傷心，教師卻不知道學生很在意這些玩笑」(丙 S4 訪談記錄)。「教師對日

籍學生有刻板印象，例如，『日籍學生有問題也不直接問教師』、『聽懂問題花太多時

間』，而且有的教師不太了解學生的學習風格，有的學生喜歡被教師誇獎才會有進步、

有的學生被強迫就無法承受壓力等等」(丙 S5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有些教師顧不及到學生的隱私，造成學生在課堂上感

到壓力。 

「有的教師公開學生的成績，連其學生的名字都宣布，尤以年紀大的教師有此傾向，尤

其當自己在班上當第一名的時候，會特別覺得不自在，擔心別人吃醋」(乙 S14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有些教師在課堂上情緒不穩定，對此學生感到相當大

的壓力，總是配合教師的臉色、心情。 

「有些教師情緒不穩定，故學生上課的時候得時時觀察教師的臉色，上課時會倍感壓力。

有的教師情緒起落相當明顯，教師心情不佳時，不太敢與教師交流，儘量避免打擾教師」

(丙 S5、丙 S9 訪談記錄)。 

    第五個因素是：教師在課堂上表現自己的喜好，造成無法信任教師，

或者師生之間的距離不適當而形成師生之間的地位變得模糊。 

「若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太密切，師生關係變得模糊，教師不會嚴格的管理學生的作

業，學生也習慣不會認真做作業等等，雖然如朋友般的關係很理想，不過對學生負面的

效果也不少，希望師生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較好」(丙 S1 訪談記錄)。 

「有的華語教師明顯公開對某些學生的偏頗，對喜歡的學生跟不喜歡的學生態度很明顯，

較敏感的學生馬上發現教師對待學生不公平，我可了解教師也是人，當然有自己的喜好，

不過希望儘量以公平的態度對待每位學生」(丙 S3 訪談記錄)。 

「有的教師比較重視歐美的學生，歐美學生說華語說得很好、寫的很好時，教師會在大

家的面前表現過多的誇獎，令亞洲的學生感到不公平」(丙 S9、丙 S12 訪談記錄)。 

    第六個因素是：有的教師過度使用英語，造成不善於英語之學生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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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有些華語教師如果遇到不會講華語的初級學生，教師會試著用英語與同學溝通，不過

有些學生不懂英語時，教師就不應該過度使用英語說明，許多學生希望教師使用更易懂

的華語來與學生溝通才有意義，也該了解有些日籍學生對英語的反應較遲鈍，不會英語

的日本人也易感到壓力」(乙 S1 訪談記錄)。 

「不少華語教師學歷很高、曾經到歐美國家留學，上課時常使用英語的生詞說明，但不

一定每個學生懂英語，教師需考慮學生的背景」(丙 S9 訪談記錄)。 

9.是否曾經有過無法融入課堂環境或好像被忽略的經驗?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有些受試者遇過無法融入語言課程的經

驗，而造成他們的學習意願降低。第一個因素是:教師過度給學生壓力或

批評學生，導致學生感到疏離感。 

「在日本的高中學習華語時，被日籍華語教師說『為什麼已花了那麼多時間學華語，你

的華語還那麼差?』等，教師不容許我犯錯，故導致我很怕在課堂上犯錯，也在學校感到

孤單」(乙 S10 訪談記錄)。 

「曾經在日本的學校上英語課時發現教師常常比較我與其他人的表現，若我問教師一些

問題，老師就馬上跟我說『為什麼不懂這麼簡單的問題』，後來就放棄舉手提問」(丙 S5

訪談記錄)。「以前在乙校學華語時，被教師罵說『這麼不會說華語，回去零起點的班』，

從那時我對台灣人的印象變成『他們容易變得激動、罵人』，而對不喜歡被罵的人而言，

這種行為難以忍受」(丙 S10 訪談記錄)。 

    第二因素是：學生得透過華語主張自己的意見、與同學辯論時，感到

自己能力不足而與大家疏離。 

「到了高級程度時，在課堂上討論一些專業的話題，例如，歷史、文化、經濟等，有的

教師、同學相當喜歡討論此些話題時，但若自己對那些主題未感到興趣、知識不足，無

法加入其中而感到疏離感，教師應該觀察其他學生的反應採取適當的掌握課堂」(乙 S14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因素，有些同學到了國外，得接觸當地的教師、來自不同國

家的外籍生，這對第一次接觸異文化的學生而言，壓力相當的大。 

「剛來台灣的時候，不知如何與乙校的教師、同學交流，而與同學無法建立良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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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相當大的疏離感」(丙 S6 訪談記錄)。 

10.日籍學生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保持自我，且與教師交流?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教師在語言學習上的

角色相當重要，日籍學生遇到困難時需教師適當的幫助。第一個因素是:

而教師的情緒要穩定一點，以公平的態度對待學生，以免造成負面的學習

氣氛。 

「有的教師很會教書，不過不太能理解學生的感受，有的教師對不同國籍的學生有刻板

印象，而將學生的特色當作造句子的例子，例如，皮膚的顏色、特殊的個人背景等等，

太明顯的例子導致傷害學生的感受，教師不該拿學生的特色當作教導的例子」(乙 S8 訪

談記錄)。 

「希望教師能控制自己的情緒，請不要將教師私人生活的煩惱帶來課堂裡，這些行為有

時候會嚇到學生。另外，有的教師看得出來對特定學生的喜好，教師不應該被學生發現

這一點，還有希望教師多了解不同國家學生的特色，與學生交流前得知道不同文化上的

禁忌」(丙 S4 訪談記錄)。「我習慣與教師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喜歡如朋友般對待學生的

教師，希望以公平的態度對待每位學生、了解學生的立場是最理想的教師，不要以壓抑

學生的方式教導學生，這對學生而言只是反效果」(丙 S2 訪談記錄)。 

「有的教師利用遊戲使學生理解學習華語的樂趣、提高學生的興趣，這也對補充每位學

生的程度差異有相當的幫助。若課堂上能夠安排很多實際的練習，買票、買東西等，讓

學生有機會認識華人的生活文化，使自己的想像力變得更豐富」(丙 S5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日籍學生希望教師創造活潑的環境，促進學生積極的

參與課程。 

「教師帶給學生有活力的環境，希望老師主動製造活潑快樂的學習環境」(甲 S2、甲 S3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希望教師適當的讚揚學生的表現，其方式能夠給學生

甚大的自信。 

「希望教師適當的讚揚學生的表現並且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若學生犯錯，希望當場可

告訴學生」(甲 S10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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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因素是：不少學生希望教師儘量用華語跟學生溝通，有些教師

易使用英語來解釋一些華語的意思、用途，反而造成日籍學生的壓力。 

「若上課時遇到問題時，希望教師不要用英語或學生的母語，而是透過目的語或肢體動

作解決問題，這樣對學生才會有幫助。教師應該多練習肢體語言的技巧，這樣在師生不

太會溝通的階段幫助甚大」(甲 S4、甲 S9 訪談記錄)。 

「曾經遇到一位教得相當好的教師，總是以開朗的態度讓學生積極參與課程，若班上有

不懂英語的學生，教師用肢體動作來教導」(乙 S3 訪談記錄)。 

三三三三、、、、同儕同儕同儕同儕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4.其他同學的存在如何影響到你的學習，及與其他同學一起上課的優缺點

呢?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大多日籍學生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感受

到與同學一起上課的優缺點，有些學生認為在日籍學生單一班上課對學習

有好處。第一個因素是:因同一個民族習慣、想法差不多，而能夠減輕學

習上的壓力。 

「跟日本同學一起上課時可以互相幫忙學習，有不懂的地方馬上就可以問」(甲 S2、甲

S8 訪談記錄)。「日籍同學一起上課可以減輕壓力、需要幫忙的時候可以依靠他們，看到

其他同學努力學習的態度帶來良好的刺激」(甲 S9 訪談記錄)。 

「與日籍學生一起上課的好處是大多日籍學生學習態度相當認真，尊重他人，遵守注重

和諧的氣氛。只有與日籍學生上課的好處是遇到難以理解的問題時，可問其他同學並可

以馬上解決問題，還有發表意見時因同一個民族的關係而易得到認同，壞處則是日籍學

生在課堂變得很安靜、不愛辯論」(乙 S3、乙 S8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有些日籍學生認為在日籍學生單一班學習反而帶給學

習者負面的效果，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眼光，導致學習上的壓力，且無法好

好表現自我。 

「與日籍學生一起上課的壞處為日籍學生之間習慣使用日語，而且很容易失去學習意願，

如果班上有很多意願低的學生，周圍的學生被意願不高的學生影響到，更甚者有些學習

意願不高的學生反而嫌棄認真的學生」(乙 S10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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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學生在課堂上太客氣，許多人在意『這個意見有可能別人會發言』等而自己不敢

講出來等等，不會利用自己學到的東西來嘗試練習」(丙 S10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有些日籍學生認為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起的混合班帶

來更好的效果，從不同背景的學生身上能夠吸收知識、表達自己的技巧

等。 

「與外籍同學一起上課的好處是可以有機會知道其他學生獨特的想法、意見、經驗」(乙

S1 訪談記錄)。 

「班上有不同國籍的學生，課堂環境會變得很輕鬆，如果學生之間有什麼誤會、錯誤，

是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而不會因我們想法不同而吵架，反而這些

差別變成多元化的魅力」(丙 S2 訪談記錄)。「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的好處為能夠

有機會認識不同國家的特色、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文化等，因國外的學生非常積極而這些

學習態度影響到自己學踴躍發言」(丙 S6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有些日籍學生認為與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時，得

面對文化差異，造成日籍學生難以適應多元化環境。 

「有些班上的學生會干擾學習的進度，有的西方學生過度主張自己的意見，有的南美的

學生不夠認真，不過不同國籍的學生的特色有時反而會變成和諧的氣氛。有些愛講話的

同學一直控制發言權，教師無法阻止時，周圍的學生會覺得浪費時間」(乙 S4、乙 S14 訪

談記錄)。 

「外籍學生傾向於同一個國家的學生聚在一起，歐美的學生、亞洲的學生習慣與自己的

文化背景相似的學生在一起，這一點很可惜」(丙 S5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有些日籍學生因擔心同學對自己的眼光、易受到

周圍同學的影響，相反的，一對一或小班課的課程模式對他們而言，相當

輕鬆，學習效果更好。 

「我與其他同學上課時，會在意別人的反應。從小就在不容許表現特別突出的環境長大

學習，因此若自己以太積極的態度參與課程，會怕別人對自己投以異樣的眼光」(甲 S1

訪談記錄)。「若班上有較多的同學，自己有問題時因為在意別人的反應故不太敢發表，

個人班的話，可以輕鬆的提問」(甲 S3 訪談記錄)。 

「語言課的學生人數愈少愈好，這樣隨時可以提問，班上的人數較多的話，自己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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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不敢提問，不然擔心上課進度緩慢」(甲 S6 訪談記錄)。「最理想的班是一對一的

上課方式，因他不想受到別的同學的干擾。若在大班課上課時有問題，不敢提問是因為

不想被大家覺得『妳連這個問題都不會』，還有很不好意思提問後中斷上課的進度，添

給大家麻煩。於是我覺得上個人班的好處較多，有問題時就馬上可以問教師」(甲 S8 訪

談記錄)。 

「與同學一起上課的優缺點於易受到周圍同學的影響、氣氛，若其他同學在努力積極學

習，自己也跟著努力，相反的，其他同學不積極、不太認真時我也配合他們，這對語言

學習有好有壞，則一對一的課程模式較沒有壓力，照自己的進度可上課」(甲 S10 訪談記

錄)。 

6.只有日本學生的單一班跟與外國學生一起的混合班，對你而言，哪一種

學習環境使你感到更自在、更有自信的可表現自我?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不同學生對課程模式有不同看法，與外

國學生一起的混合班與日本學生的單一班各有各的好處。第一個看法是:

不少學生認為混合班對學習語言的效果最好，也是一個改變學習態度之方

法。 

「雖然沒有跟外籍生一起上過語言課，不過在大學接觸過的外籍生帶來自己良好的刺激，

外籍同學在課堂上的積極態度、不怕犯錯及把握學習的機會等等這些態度使我覺得與本

地生的學習態度差異甚大。我認為與外籍生一起上課使自己更能積極，可以擺脫自己的

包袱」(甲 S1 訪談記錄)。 

「與外國學生一起上課的班級是個理想的學習環境，因若只有日籍學生的班，我會在意

其他日籍學生的意見、想法，我本來是個很有主見、不怕與他人意見不同的個性，不過

日本的社會教育風氣影響到學生的個性;配合大家的意見、不要太出色等，這樣的風氣使

我懷疑『未被尊重個人的特色』」(乙 S8 訪談記錄)。「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時對

學習非常有效，在這樣的環境他能夠代表日本介紹給外國學生日本的文化，這對我而言

很新鮮，但在只有日籍學生的班級討論話題就內容就變得單調，被其他同學認為『你講

的內容跟其他同學的差不多』，沒有像與外國學生分享的那麼新鮮」(乙 S10 訪談記錄)。 

「喜歡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來台上華語課後發現不同背景的學生一起上課助於

我心情放鬆，可以自由發揮。若只有日籍學生單一的班，我會自然的將自己的程度與其

他日籍學生的比較，看到其他同學表現很好，自己變得很畏縮，也常常在意自己是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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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丟臉的事。我來台後發現自己的個性較適合多元化的學習環境，班上外國同學非常積

極，看到學習意願高的學生就自己的學習意願也自然的變高，完全不怕自己的意見與別

人的不同，以前在日本上學時，其他同學很安靜，有了意見也不說，這樣的環境完全沒

有學習進步的空間」(丙 S1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傾向於排斥其他較特別、突出的人，對日本的某個主題要發表意見時，因我

是台日混血，而我認為不應該第一個發言，教師點名才會回答。不過，我覺得與外國學

生一起的上課自己能夠積極參與，外國學生的意見相當多元化，不用怕自己說的話、行

為很不正常」(丙 S9 訪談記錄)。 

  第二個看法是：有些日籍學生認為與外國學生一起上的混合班，會容

易擔心無法好好表達自己，造成壓力過大，而失去自信。 

「我跟日本人在一起時敢主張自己的意見、也放心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可以在大家的面

前展現出出色的表現。相反的，跟外國人在一起時反而精神不安，失去自信，是因為外

國人較有自己的想法，也較獨立，跟這些人在一起時無法保持自我。跟日籍學生在一起

上課使自己較放心，對自己的表現也比較有自信」(甲 S2、甲 S4 訪談記錄)。「同一個民

族的人可能易了解自己，因此對自己有自信。若與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自己要代

表自己的國家，這樣壓力甚大，怕無法得到他們的認同」(甲 S8 訪談記錄)。 

「對日本學生最有效的學習環境則是若針對語法練習，於日籍學生單一班上課較有效，

希望用日語奠定語法的基礎，若針對會話練習，於與外國學生一起的混合班訓練會話能

力能夠提高口語能力」(丙 S7 訪談記錄)。 

  第三個看法是：為了鞏固語言基礎且增加自信，在學習的過程應採循

序漸進的方式，即先上日本人單一班再上混合班。 

「若自己是初級者，希望與同國家的學生一起學習語言，需透過自己的母語了解語言的

結構、與同學輕鬆快樂的認識其語言，到了中級後漸漸開始與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磨練

語言，且認識不同國家的個體背景、文化差異對學習有幫助」(乙 S2 訪談記錄)。 

「於初級的階段，先與日籍學生一起上課，且培養基本的知識與建立自信，初學者的日

籍學生一開始就與外國學生一起上課的環境導致他們易變得畏縮，有的日籍學生無法面

對其文化差異，因此，等到漸漸習慣其語言環境再加入混合班是最理想的學習環境」(丙

S10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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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有同學認為年齡等個人因素可能影響到他們的學

習態度，課堂類型並不是個影響學習的大因素。 

「年紀到了以後，不管只有日本人的單一班或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起的混合班，都沒有

太大的影響。若看到班上有些人較自閉無法與其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我通常就當大家

的開心果並試著創造輕鬆快樂的學習氣氛」(乙 S6 訪談記錄)。  

 

9.是否曾經有過無法融入課堂環境或好像被忽略的經驗?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有些日籍學生因某些的因素而無法融入

課堂。第一個因素是：自己的能力優於其他同學、主動積極參與課程時，

被其他同學認為自己與眾不同、同學以異樣的眼光看，感到相當的不自

在。 

「一般在日本上課時，大家都會選擇坐後面的位子，我通常坐前面的位子，因此其他同

學覺得『啊、這個人很積極耶』，以異樣的眼光看我而覺得不自在」(甲 S7 訪談記錄)。 

「曾經在日本的大學學華語時，覺得別人看我的眼光不一樣，因我是華僑，口語溝通能

力比別人高，教師用華語問什麼，大部分都可以回答，其他日籍學生常依賴很會說華語

的我，但其中有些日籍學生用特殊的眼光看我，因而讓我感受到我跟周圍的人有距離」(乙

S12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同學之間不熟、語言能力有差距時，日籍學生易變得

自卑自閉，增加在課堂上的不安。 

「上語言課易感到心理不安，希望能至少有一個關係好的朋友，這樣不懂的時候馬上可

以問朋友，讓自己創造一個不會疏離的環境」(甲 S9 訪談記錄)。 

「自己現在的語言能力沒有進步，天天憂慮是否跟得上進度，加上與現在的同學不太熟

的關係，不能問其他學生太多跟課業有關的問題，而且其他同學的程度也相當好，自己

因而變得很畏縮，此學習環境使我感到被疏離」(乙 S8 訪談記錄)。「我相當在意自己在

課堂上的排名，尤其若考試的成績在班上最差，就會感到自己比別人落差很多，對自己

的要求也會更加要求。我感到比別人差的時候，雖會感到沮喪，不過我本來的個性就是

不想輸給其他人，故會將此愧疚當作學習的動力」(乙 S9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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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班上同學的程度很高、表現很好的時候，自己幾乎無法開口講話，會感到被同學

疏離」(丙 S1 訪談記錄)。「自己跟其他學生的程度差異甚大時，很容易感到疏離感，相

當重視在環境中能不能發言，擔心被別人覺得知識不足而無法發言、沒有發表意見的技

巧等，這樣的環境使她感到疏離。在日本不發言並不是特別的事情，不過在很主動發表

的學生之間幾乎不講話的日本人就顯得很明顯」(丙 S2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其他同學對日籍學生的負面反應，造成日籍學生會感到

緊張而有壓力。 

「現在的大學上課時，當我遇到不懂的問題並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回答時，有些歐美的學

生會擺出很煩的表情，這令我感到相當大的壓力」(丙 S5 訪談記錄)。 

    

10.日籍學生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保持自我，且與同學交流呢?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大多日籍學生重視同學之間的互動。第

一個因素是:希望同學之間互相幫忙，主動活潑的同學能夠提高日籍學生

參與課程的意願。 

「我將自己與同學比較時，看到其他同學天天有進步，這使自己覺得應該更加努力學好

華語，因此同學的存在會改變他的學習態度」(甲 S1 訪談記錄)。「同學互相鼓勵幫忙的

學習態度在語言學習上有很大的幫助」(甲 S2 訪談記錄)。 

「希望班上的同學能夠保持積極的學習態度，不然自己的態度也變得畏縮、易受到負面

的學習氣氛影響，造成不佳的學習效果」(乙 S8、乙 S9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學習華語的目的要明確、學習態度要認真，減少自己

受到周圍同學學習態度影響。 

「每個人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要有明確的目標，不然班上一些不積極的同學帶給積極的

同學不良的影響，例如，取笑個人的發音問題，希望班上的同學們都不會干擾努力學習

的同學，應該互相容許在課堂上犯錯，不要給互相壓力」(甲 S7 訪談記錄)。 

「希望班上學生的學習意願差不多，若班上有過度積極的學生，會導致其他學生沒有機

會發言，相反的，班上有意願不高的學生，這會影響到學習氣氛變得無趣，目標一樣的

學生一起上課對學習有幫助」(乙 S4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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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有的學生不太認真，耽誤課程的進度，這種狀況導致教師得花額外的時間教導學

生，故希望同學認真上課」(丙 S4 訪談記錄)。「希望其他同學好好預習，不然會一直耽

誤課程的進度，導致大家的學習意願降低」(丙 S10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有些日本學生認為班上同學的能力差不多，這樣能夠

減輕壓力。 

「希望與比自己的華語能力高的學生一起上課，在感到適當的壓力之下，從這些學生身

上能夠學到講話的技巧」(丙 S9 訪談記錄)。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訪談結果訪談結果訪談結果訪談結果 

一一一一、、、、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1.同常接觸的日籍學生之印象如何?日籍學生及與歐美國家學生的差別是

什麼?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日籍學生與歐美學生

在課堂上的表現大不相同。首先，第一個因素是:教師深深感受到日籍學

生與歐美學生具有的各個不同特質，並適用到他們在語言學習上的表現。 

「最近發現現代的年輕的日籍學生與以前的學生比起來差異甚大，尤其是男生、又有常

出國經驗的學生的表現相當活潑，不一定怕犯錯、也不會表現出沒有自信等的樣子」(甲

T10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一般不愛說話、有意見卻不說，但上課態度認真、用功、溫和。日籍學生在

寫字、閱讀方面勝於歐美學生，但在理論理解、邏輯理解、段落結構方面不見得優於歐

美學生」(乙 T1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學習態度很認真、準時交作業、準時來上課，這

是日籍學生基本的學習態度，基本上都有達到教師對學生的基本要求」(乙 T5 訪談記錄)。 

「日籍男學生給教師的印象為較活潑，較願意跟不認識的同學溝通，還有日籍混血，他

們的爸爸或媽媽是台灣人，這樣的學生的態度也較主動積極，一般來講，日籍女學生較

安靜，除非班上有以前的同學在，要不然她們會保持沉默」(乙 T6 訪談記錄)。「積極主

動的日籍學生有共同點，這些學生的外語（英語）能力較強，尤其是在高級班有很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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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願意與其他學生交流意見的日籍學生，個性很外向、很有自信」(乙 T10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可分成兩種;較活潑開朗的日籍學生，能夠出國來念書的日籍學生在人格上較

冒險、願意跟人溝通，另外一種是較典型的日籍學生雖很有禮貌，但在課堂上很安靜、

不好意思看教師、教師點名才發言」(丙 T2 訪談記錄)。 

「較積極活潑的日籍學生與較內向的日籍學生之差別為;若在日本國內學華語的學生，他

們的學習態度跟個人的個性有關係，如果在台灣學習華語的學生，不管是台灣的朋友、

或其他國家的朋友，交到較多的朋友的學生相當積極，因此總是有使用華語交談的環境，

還有，曾經有過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學生個性相當開朗積極，也因已經會學會了某種

語言，而對自己相當有自信」(丁 T2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表達自我的方式，教師觀察到日籍學生較不習慣直接

表達自我，甚至隱藏自己真正的想法。歐美學生想到什麼就馬上向教師反

應。 

「這幾年來台學華語的日籍學生愈來愈活潑，不過通常日籍學生可分成兩種;一種為個性

很活潑、什麼事情都可以談得來的，這樣的日籍學生通常喜歡與台灣人當朋友或有台灣

人的男、女朋友，另一種是上課時安靜不說話、針對某些事情過度在意等，人已到了台

灣卻他們活在自己的世界」(乙 T3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上課時點頭的意思為『聽到了』的意思，點頭並不代表他們『同意』的意思，

如果教師想知道學生是否了解內容，就應用明確的方式來提問、投票就可以知道他們的

狀況」(乙 T4 訪談記錄)。 

「在課堂上感到焦慮的日籍學生甚多，花較久的時間來思考，也很在意自己說得好不好。

尤其是在高級班進行討論時，若班上有其他日籍學生，他們不太願意說自己的想法」(乙

T9 訪談記錄)。 

「他們較善於表達有關自己的事情、討論日常生活上的事情，這一點年紀大的、或工作

經驗豐富的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比年輕的日籍學生有明顯的差異，年紀大、經驗較

豐富的日籍學生敢發言、國際觀也較廣泛」(乙 T13 訪談記錄)。 

「歐美的學生的確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不管別人的想法，不怕跟別人衝突不過，有的

西方學生也很客氣，尤其是歧視的問題，很小心的講話」(丙 T5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提問的方式，不少日籍學生不好意思直接問教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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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試著自己解決問題，相反的，歐美的學生傾向於提問解決問題是自己的

權利，而積極爭取獲得答案之機會。 

「日籍學生與西方學生比起來，學習動機與他們的學習態度有相當大的關係，學習動機

高的西方學生對『不懂的地方』更勇敢去發掘問題，而日籍學生雖對不明白的事情擺出

困惑的表情，卻不敢說『我不懂』，許多不懂的時候還會點頭裝懂」(甲 T11 訪談記錄)。 

「當教師進行開放性的問題問同學『有沒有問題?』，日籍學生絕對不會第一個提問的，

有可能他們覺得不好意思，或是不敢在大家的面前提問。一個原因為『面子』的問題，

是不是只有我不懂，另一個原因為『對教師覺得不好意思』，怕教師讓覺得很重複教導

很麻煩或讓教師覺得他們教得不好。歐美學生不管什麼時候都敢發言，而且通常第一個

發言、提問的皆是歐美學生」(乙 T4 訪談記錄)。 

「一般日籍學生不會主動問問題，但個性很活潑的日籍學生跟歐美學生沒有太大的差別，

而教師在日籍學生當中皆有一定的地位，雖日籍學生平時跟教師關係很好，不過他們還

是會保持適當的距離及禮貌」(乙 T3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遇到不懂的問題時不直接舉手問教師，通常用電子辭典、用手機自己查、問

其他的日籍同學，若是歐美的學生遇到問題馬上舉手說『剛剛的問題我不太懂，可不可

以再說明一次』」(丙 T3 訪談記錄)。 

第四個是：參與課堂的方式，日籍學生傾向於慢熟，而等到變熟後漸

漸開始表達自我，歐美學生不管熟不熟，主動爭取發言權，且善於從各個

角度思考事情及提供教師、同學獨立獨特的意見。 

「日籍學生跟西方學生比起來，西方學生一認識就變熟，願意與教師分享東西的內容是

固定的，相反的，日籍學生一開始將自己鎖得很緊，但是認識久了之後他們付出的、分

享的內容更多，最後師生之間的距離會變得更加親密」(甲 T4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重

視禮貌，若班上有不同年齡層的日本學生，則會重視輩分，上課時也會特別尊重彼此，

譬如與長輩一起上課時會較客氣一點等等」(甲 T5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不管男女一開始都很安靜，不過男生較願意表達自我，感覺女生需更久的時

間才能開始分享自己的事情。西方學生不管與任何教師上課，他們的學習態度不會改變，

也很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想法也較獨立，他們要求教師需要具備專業的教學能力」(甲

T8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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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觀察到剛開課日籍學生與教師不太熟時，看起來他們不敢互動，且以性別來講，

男生較不害羞，以師生變熟的時間來講，女生也需更久的時間才會打開心胸。這一點，

西方學生完全沒有這種問題，不管剛開學時師生熟不熟，西方學生都很敢發言，不會有

過度害羞的相關問題」(甲 T12 訪談記錄)。 

「發現上課時較不易感受到日籍學生真正的想法，沉默、怕犯錯的日籍學生也蠻多的，

確定百分之百對的時候才敢表達。相反的，歐美的學生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講話很直接，

他們認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乙 T8 訪談記錄)。 

 

2.看得出來日籍學生在上課時感到緊張或害怕、缺乏自信的樣子嗎?日籍

學生的此特徵造成教書上的困擾嗎?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透過日籍學生在課堂

上的言語、行為等表現，看得出來他們易感到緊張或壓力。首先，第一個

因素是：與教師、同學之間不熟，日籍學生變得退縮，避免與他們互動。 

「日籍學生通常開學的第一個禮拜較明顯的緊張，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沒有

自信、害怕失敗，而是社交方面上保持禮貌的態度，到了第二個禮拜，日籍學生差不多

了解其他學生的語言程度，他們慢慢開始表達自己，雖他們講話不多，但許多時候說出

來的句子是對的」(乙 T5 訪談記錄)。 

「雖比例沒有那麼高，但通常班上至少有一個整個學期都保持自我封閉、拒絕跟別人互

動的日籍學生，且花不少時間思考問題，而班上有些歐美學生受不了，然後這樣得日籍

學生看到其他學生開始不耐煩就會愈來愈變得畏縮、不敢發言。這些內向的日籍學生不

會給教師任何回應，而造成教師也會胡思亂想問題的根源在哪裡，責怪自己的教學方式

不好」(乙 T6 訪談記錄)。 

「在教學上看得出來學生不敢看教師的眼睛、不敢坐前面的位子、避免發言等等，開學

一個月後才慢慢開始形成固定的學習環境，這過程中當然有的學生發現自己不適合學習

語言，就開始變得疏離，有的學生開始發現學習語言的樂趣，開始主動參與課程」(丁 T1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日籍學生被點名回答事情、聽不懂講課內容時，特別

感到緊張，而變得很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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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學生回答問題時，空白的時間、保持沉默的時間甚久，使教師覺得緊張，難以判

斷日籍學生當場的感受如何，他們不會主動告訴教師意見或想法，因此教日籍學生時難

免會有疑慮」(甲 T4 訪談記錄)。「在課堂上看得出來不少日籍學生易緊張、缺乏自信等，

若當學生發言時剛好教師聽不懂而再請學生重複時，不少日籍學生會開始認為『自己的

答案是錯』、『自己的發音不正確』等等，他們會一直試著修正自己的說話、以別人聽

不清的速度重複等等」(甲 T10 訪談記錄)。 

「在課堂上點日籍學生時，他們會手足無措、停頓，他們聽不懂別人講什麼、突然被問

到事情就一下子反應不過來，變得嚇住」(乙 T3 訪談記錄)。「曾經遇過一位日籍學生在

課堂上感到嚴重的焦慮，他上課時時常喃喃自語，當教師點他說話時，他卻不開口說話，

或他完全不知道教師跟他說什麼，這可能是全班只有他一位日籍學生，其他皆是中南美

洲的學生，受到太大的文化差異衝擊所造成」(乙 T9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上課時緊張，從他們的臉上看得出來他們聽不懂，例如，擺臭眉頭、表情歪

歪等等。日籍學生怕被教師要求仔細表達自己的意見，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他們簡答;

『我同意、我也這麼想』等，若是歐美的學生，他們可以講很多想法、意見」(丙 T3)。 

   第三個因素是：日籍學生在課堂上過度追求完美、害怕失敗，反而增

加壓力，常常不知所措。 

「日籍學生對說不出話來這件事容易感到害怕，故堅持一定要說出完美的句子，因而容

易讓課堂氣氛變得尷尬，還有對發音的要求很高、發出正確的音之前會停頓的日籍學生

也很多」(甲 T7 訪談記錄)。 

「請日籍學生造句時，他們的聲音稍微小一點、語速較慢、在意語法的順序、並需要教

師給他們的回應是肯定的，這時我感覺到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也應趁此時給予適當的

援手」(乙 T5 訪談記錄)。 

「較內向的日籍學生發言的時候，質疑自己的答案以及期待教師回應，看教師的反應再

繼續回答，不會將自己想說的話一次就講完，還有習慣坐隱蔽的位子」(丙 T1 訪談記錄)。 

「有的日籍學生已學了一、兩年的華語，卻感到自己的口語能力未進步，他們給自己壓

力、有時台灣朋友告訴他們發音不好等，而在課堂上不敢講話等相當失去自信的樣子」(丁

T3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日籍學生在上台報告等受到關注的場合，避免直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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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同學，變得很小聲。 

「日籍學生上台報告的時候，有的學生臉變紅起來、講話開始結結巴巴，雖每個國籍的

學生當中多少有這樣的學生，但是日籍學生的表情、態度最明顯」(丙 T2 訪談記錄)。 

「不太願意積極發言的日籍學生，令人感到他們較『膽怯』，報告的時候無法站著講，

希望坐著講話等等；其實他們的個性並不是膽怯，不過，用其他語言使用的時候，可能

緊張，在意別人對他們的眼光」(丙 T5 訪談記錄)。 

    

3.認為那些因素導致日籍學生感到緊張、壓力，或缺乏自信?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

表現受到來自於不同的因素。首先，第一個因素是：日本的民族性、社會

風氣度重視團體精神、配合他人，人人都有個不可與眾不同、遵守規定的

概念。 

「日本的社會默認『做人不可太出色、要會看當場的氣氛、配合周圍的人』，雖然日本

小學教育的學習環境非常的開放、鼓勵積極的表達意見，但是到了國、高中時學習卻漸

漸改變為懼怕出色、與眾不同」(甲 T1 訪談記錄)。「觀察到有的程度不錯的日籍學生看

到班上的同學愈來愈進步，反而感到不安，發生開始失去自信等的現象」(甲 T12 訪談記

錄)。 

「日本人的民族性為『什麼事情都要確定』，而上課時遇到不明的事情就開始慌張，教

師鼓勵日籍學生打破此狀況，但是學生卻還是無法開口講話。例如，教師提開放性的問

題時，若突然轉換話題或提供課本中找不到的資訊，遇到這樣的狀況時日籍學生會停頓，

感到疑惑並無法理解教師的意圖」(甲 T10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的課堂表現與信心有相當大的問題，還有不想添給他人麻煩等等，這與民族

性有關係。日本文化的因素，認為日本的文化造成日本人不喜歡直接說自己的意見，不

敢在大家的面前講話，而在課堂上保持沉默，有的日籍學生永遠跟幾個固定的學生講話，

而不是跟全班的同學講話」(乙 T2、乙 T7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日本的教育(包括英語教育)壓抑日本人自由發揮個人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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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改變日籍學生對語言學習的態度，這應從英語教學的部分改變，日本的英語教

學注重提高口說能力、創造一個使學生運用英語表達的學習環境，他們可更早接觸『實

用語言』，而不是為了考試學的英語。如果在國、高中時期施行此學習規劃，接下來日

籍學生接觸其他語言時會更易融入外語環境」(甲 T1 訪談記錄)。 

「日本的教育制度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態度，日本教育注重為了考試學習的方式而無法培

養表達自己的意見能力，放棄對某些事情深入思考，同時，學生過度注重考試的分數，

認為考試的分數即代表自己的能力，且在其他同學面前犯錯或說錯等公開的行為會讓他

們相當丟臉」(甲 T2 訪談記錄)。 

「日本(東方)教育或多或少影響到日籍學生的學習態度，東方(包括日本)教育中教師的地

位是最高的，因此如果學生問教師問題，等於是你在挑戰教師，被認為是個沒禮貌的行

為，而日籍學生在外語課堂上，教師問學生是否有問題，他們會不太敢說出問題」(乙 T4

訪談記錄)。「教養的文化背景差異影響到個人，如在國內學習時教師不鼓勵學生發言，

或看到其他學生的學習能力比自己的高、自己想不到比其他同學有趣的事情等且無法成

為焦點，也會成為在學習上的負面壓力因素」(乙 T5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從小受到的教育影響到他們的個性，若父母對他們的要求、期待甚高，他們

長大後仍是重視成績、在課堂上不能犯錯、一定得說出完美的答案等，對自己的要求也

自然得變高。有些日本的父母逼孩子要念什麼，掌控孩子的一切，而承擔不了此壓力的

日籍學生就會在課堂上發病，我師認為這些日本學生很辛苦，父母的過度期望造成他們

相當大的負擔，這一方面的壓力比歐美學生感到的更大，歐美學生認為學得不好就不要

學，日籍學生努力得到父母、自己的期許，希望自己是最好的。有的日籍學生隱瞞自己

的背景，其實這位學生曾經到英國留學三年且會說英語，但教師有幾次用英語解釋，她

假裝自己不懂英語，故意請教其他日籍學生用日語跟她解釋。教師對待較特殊的日籍學

生時，不知這些日籍學生的問題在哪裡，感到甚大的壓力」(乙 T9 訪談記錄)。 

「『日本的教育影響到日本人個體的表現，日本人相當重視團體精神，不要在群體中突

出』且要配合他人的意見，且日本人喜歡在團體裡面，自願上台報告的日本學生相當少。

甚至有的日籍學生一開始對歐美學生感到恐懼，看到這些歐美的學生很積極，有的日籍

學生變得退縮」(丙 T3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為什麼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無法擺脫較內向、怕失敗的原因來自於義務教育

中的英語課程，在被動、義務性的學習環境學習語言的結果，日籍學生不管學哪一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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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仍是無法擺脫他們養成的習慣。日籍學生給自己的期望相當高，『表現一百分才能

滿意』，這有可能與日本的民族性有關係，給自己過大的壓力」(丁 T1、丁 T3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個人的個性也影響到語言學習上的表現，個性較內向、

不善於交際的個性阻礙在課堂上好好表現自己。 

「日籍學生較膽怯的原因來自於他們自己本身的能力、個性、與教師同學之間的熟悉度，

語言能力較弱的日本學生較沒有自信，而雖然大部分的日本男生語言程度較低，但他們

的學習態度很積極、開朗。有的日籍學生在上課的時候不敢回答一些問題，但在私底下

願意跟教師分享，因此在舒適的環境、較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他們願意打開心胸，與在

眾人面前跟私底下的表現不同」(丙 T1 訪談記錄)。 

「個人的個性表現於學生課堂的表現差異，不愛講話的日籍學生不管在哪裡還是不講話，

包容性較高的個性的日籍學生，坦然接受差異的個性的人不易感到緊張恐懼，這樣的人

吸收知識的能力相當高，相反的，很排斥日本以外的文化(食衣住行)之日籍學生，他們學

習語言的速度相當慢，接觸目的語文化的強度會影響到語言習得的能力」(丙 T5 訪談記

錄)。 

  第四個因素是：發音、語法上的問題，華語與日語的結構大不相同，

而導致日籍學生感到甚大的壓力。 

「日籍學生在課堂上不太敢發言的原因來自於對發音、排句子的順序不熟悉，例如，對

自己的發音沒有自信或自己發得不好時，變得不敢發言等，還有學生太在意句子的順序，

有時候過度要求正確性，導致學生發言時怕犯錯」(甲 T8 訪談記錄)。 

「若初級的日籍學生，他們在課堂上只被教師要求的是運用正確的詞彙、語法說簡單句

子等，表達正確的句子，不過，到了高級的學生被要求的是除了正確的運用詞彙、語法，

仍被要求表達的完整度，因此不少日籍學生注重自己說得對不對」(乙 T13 訪談記錄)。 

「有的日籍學生對自己的發音相當沒有自信，漢字認識的多，卻發音保留較多，說到一

半就停頓、講一講就看教師的反應，好像對自己的發音不太確定，其他國家的學生不管

自己的發音正不正確，他們一直講下去」(丁 T2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留學經驗、華僑背景、程度、年齡等因素也會影

響到個人表現的重要因素，故有些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特別優異。 

「我遇過相當活潑的日籍學生，這些少數活潑的學生大部分一半有台灣的血統，還有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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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到其他國家留學的經驗，因此對他們而言，這個學習環境不那麼陌生，易與教師熱絡

起來」(乙 T4 訪談記錄)。 

「90 年後出生的日籍學生，尤其是女生很活潑、很敢發表自己的意見，年輕一代的日籍

學生很喜歡跟同學熱烈討論」(丙 T2 訪談記錄)。 

「程度較佳的日籍學生很願意跟不同國家的學生交談、交流，也很願意幫忙其他同學學

習，語言程度較低的學生他們傾向於與班上其他日籍學生在一起，因此語言能力也有相

當大的關係」(丁 T2 訪談記錄)。 

 

10.與日籍學生互動溝通上的困擾是什麼?日籍學生應該如何保持自我心

態參與語言學習課程呢?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日籍學生有需改進的

地方，這些建議助於日籍學生更易與教師、同學保持良好的關係。首先，

第一個建議是：對於課堂上有什麼問題，儘量找教師談一談，這樣教師才

有辦法解決問題。 

「日籍學生也可直接、積極一點告訴教師他們的感受，對教師而言，後來才知道學生的

要求、問題時，教師受到的打擊較大，故學生有問題時應早一點與教師溝通，這樣才能

讓教師採取理想的應變措施」(甲 T6 訪談記錄)。 

「應該跟教師多表達自己的想法、感受，如果不敢在當面講出來，可多利用 email、寫信

等利用認字的優勢與教師溝通」(丁 T2 訪談記錄)。 

  第二個建議是：打開心胸，在語言學習的環境中不必提高警惕，犯錯

是自然的事情。 

「日籍學生過度在意犯錯，先用日文想好才用華語說出來，因此反應也較慢，不過如果

以小孩學習語言般的天真的心態直接反應反而更可以學得很好」(甲 T2 訪談記錄)。「日

籍學生要有自信一點、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眼光、不要怕犯錯;日籍學生很注重團結、和諧，

太活潑、太驕傲、太安靜也不可以，這反而使他們上課的時候壓抑自己的感受，應要保

持輕鬆的態度」(甲 T8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要改進過度重視寫作方面的練習，有些日本學生認為一直練習寫作就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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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而言，『打開心胸，多練習說話』是個很重要的課題，他們說出來的話比其他國

家學生相當少，故需給日籍學生多練習開口說話的機會」(乙 T3 訪談記錄)。 

「不要想太多，臉皮厚一點，不要用日語思考，小事情不要太計較，這樣的學生語言進

步得相當快」(丙 T4 訪談記錄)。 

  第三個建議是：多關心在世界發生的事情，多專心聆聽他人的話，這

樣才能培養國際觀，且培養表達自我意見之習慣。 

「語言學習最重要的是學生要有學習目標，日語這個語言本身包含看當場的氣氛、對他

人客氣等的功能，不過英語、華語裡沒有這個功能，這些語言包含以直接的方式主張自

己的意見等之功能，因此日籍學生若能夠運用這些語言練習表現自己，能夠期待他們可

擺脫不積極的自我」(甲 T1 訪談記錄)。 

「建議日籍學生多專心聽別人發言，不少日籍學生認為其他人的發言跟自己無關，下一

個輪到自己發言時擔心自可發言的順不順利，更無法專心聽別人的話，其他國家的學生

很習慣聆聽別人發言，且還表示同不同意發言人之看法，因此建議日籍學生即使教師沒

有提醒學生，他們該多養成聆聽別人發言，而思考自己的想法」(甲 T12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的視野不夠廣』，除了學習目的語以外，需高度的好奇心，尤其是學生到

了高級班時，不僅要學習操作語言的能力，並還要能以不同話題的知識來表達自己的看

法、意見」(乙 T12 訪談記錄)。 

  第四個建議是：自然的接受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人，這樣才能融入

當地生活，其助於減少學習目的語中感到的壓力。 

「『要到國外念書，一定要決心在目的語國家學到東西再回去』，因此要有毅力改變自

己、積極的接觸外界，找些語言交換的對象來磨練自己並提高自己的學習態度」(乙 T6

訪談記錄)。「要了解到自己在國外，入境隨俗，多接觸外、多接受不同文化，來台灣的

目的不只學習華語，還有認識台灣的文化，批評且拒絕認識日本之外的文化對自己語言

學習沒有幫助，希望除了課堂學習，多出去練習並接觸外文化」(乙 T7 訪談記錄)。「『要

永遠記得當初來台灣學習的目標』，為了得到目標，應該要擺脫固有的自己、改變態度

等，要嘗試新的事物」(乙 T8 訪談記錄)。 

「『心要放開一點』，日籍學生的心態跟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起來較謹慎、拘謹一點，他

們習慣將日本跟某個東西比較，但是既然來到了國外，不要以在日本生活的想法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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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的留學生活，免得在台灣過得很辛苦」(丙 T2 訪談記錄)。 

「若在國內學華語，積極的找華語學生做朋友，若在國外學華語，主動去華人街等跟華

人文化有關的地區等等，學習不只在教室裡，自己積極的尋找提高學習意願的要素，這

樣你更能接近華人文化」(丁 T1 訪談記錄)。 

二二二二、、、、 師生師生師生師生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5.是否曾經有過您的行為或言語產生日籍學生對學習負面的效果，導致師

生關係變惡化之經驗嗎?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在課堂上對日籍學生

採取的言語及行為導致師生產生負面效果。首先，第一個因素是:教師採

取的點名方式讓日籍學生感到不公平，而導致師生關係變得不好。 

「請學生發言、發表意見時，無法拿捏的很好，例如點學生的順序，給每位學生發言的

機會次數等等，雖然關於點名的方式日籍學生並不直接跟教師抱怨，不過有時會用眼神

跟教師表達不滿意、不開心目前採取的方式，故教師應細心的注意學生的狀況」(甲 T4

訪談記錄)。 

「通常學生希望教師給自己多發言的機會，想知道自己說得對不對，不過許多日籍學生

到了高級班後變得很沉默，有些特別的日籍學生對教師發脾氣說『教師為什麼點我』，

教師以為給學生公平的機會是理所當然的，沒想到有些日籍學生有如此反應使教師覺得

很尷尬」(丙 T2 訪談記錄)。「曾經遇到有一位日籍學生，教師點那位日籍學生一次，然

後又點他一次後他的臉色馬上變了，『我剛剛已經回答過了，為什麼又點我!』，這位學

生認為在課堂上發言一次就夠了，後來教師覺得不應該直接或第一個問日籍學生，先讓

學生聽其他同學的意見，多想一想再發言，我對日本學生的印象就是『乖乖的』，這次

經驗使我感到相當驚訝」(丙 T3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日籍學生認為教師態度不夠專業，導致日籍學生的學

習意願降低。 

「有些日籍學生希望教師該有教師的氣勢、專業的態度，不然有些學生開始不認同其教

師的能力(甲 T3 訪談記錄)。「教師感受到日籍學生較注重教師上課準不準時，另外日籍

學生注重教師在課堂上約定的事情是否會做到等等，如果教師只是說一說，日籍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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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不信任教師，因此教師盡量得避免『說話不算話』的情況」(甲 T5 訪談記錄)。 

「曾經有過與班上男同學關係較好，而造成有的女學生感到不舒服的經驗，因而這些女

學生對教師的態度開始變得很冷淡，導致這些學生放棄跟教師建立良好的關係」(甲 T10

訪談記錄)。 

「學習動機高、認真的日籍學生傾向於注重教師是否公平的對待每位學生，很認真、動

機高或到國外生活較久的日籍學生有問題就跟教師直接反應。內向的日籍學生對教師有

意見時請其他同學代替他向教師表達意見或像假裝其他同學對教師有意見一樣，順便表

達自己的意見」(乙 T6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當教師打破規矩、採取自由開放式的教學方式使，會

使部分日籍學生感到困惑。 

「日籍學生喜歡教師主動掌握課堂講課，這樣上課起來較輕鬆、不需感到壓力，但一般

的教師喜歡自由地進行講課，這兩方之間存在著相互矛盾的情形」(甲 T1 訪談記錄)。「曾

經教過日籍學生時，發現他們很在意『自己的位子』、『分組的方式』，他們較喜歡固

定的位子、固定的分組對象，若教師安排學生換新的位子或換新的組別，有些日籍學生

會表現出不開心的表情，不太習慣新的做法」(甲 T10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若教師對日籍學生太熱情、太嚴格或言語表達太直接

等的特質，會導致日籍學生變得退縮、自閉等狀況。 

「曾經遇到一位日籍學生，這位學生很有個性、喜歡自己念書，有一次我建議他『你的

口語聽力能力不太好，多加強訓練』，他後來就不來上課了，我不太確定他突然不來上

課的原因，不過我猜這句話對他而言太直接，有些日籍學生有問題也不直接告訴教師，

有問題也說『沒有問題』，而與其學生沒有機會溝通，對此感到很遺憾」(乙 T2 訪談記

錄)。「曾經班上有個日籍女學生，當時那位學生的聽力不夠好，而聽錯我對她說的話，

她聽成『我不喜歡妳』且很生氣的告訴辦公室、周圍的朋友這件事情」(乙 T3 訪談記錄)。 

「曾經遇到一位日籍女學生，可能這位學生認為我太嚴格，後來這學生很生氣的跟辦公

室告狀此事情，我當時覺得很可惜師生之間無法有溝通的機會，最好學生有什麼問題就

應該告訴教師，而不應該認為直接到辦公室就可解決問題」(乙 T11 訪談記錄)。「曾經教

過一位日籍學生，他因上班壓力大，無法專心學華語時，我以較嚴厲的態度教導學生『為

什麼又忘記了，這些已學過很多次啊!』，後來這位日籍學生就不來上課了，回顧當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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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年輕、較沒有像現在耐心的教導學生的態度，也很遺憾那位學生後來不來上課」(乙 T12

訪談記錄)。 

「教師對日籍學生不能太兇，他們看到教師發脾氣會相當驚訝，尤其是女教師、外籍教

師嚴厲就容易讓日籍學生失去對學習的意願，他們變得不積極」(丁 T2 訪談記錄)。「曾

經教過年紀較大的一位日籍女學生，這位學生對自己的要求相當高、卻講話講不出來、

講話斷斷續續，而進行一對一的口試時跟這位學生說『不要怕說錯』，當學生聽到『錯』

這個詞就感到很大的壓力，當場大哭，後來感到不該對日籍學生嚴厲、不要提出『錯』

這個詞，不然他們容易因較敏感而失去自信」(丁 T3 訪談記錄)。 

    第五個因素是:教師糾正日籍學生的方式造成他們感到不舒服、易失

去面子等的狀況。 

「有的日籍學生因教師糾正而心情變得不愉快、反駁教師，因此我儘量用學生能夠接受

的方式，如提供新的知識來教導學生」(乙 T5 訪談記錄)。「曾經遇到一位日籍男學生，

他是某公司的主管，當時我很仔細的糾正這位學生，這是學生要求老師的，但這位學生

感到他的自尊心受到威脅，後來再也不開口講話，過了一個月這位學生回國了，我受到

的打擊甚大，後來也因這件事情而生病了」(乙 T6 訪談記錄)。 

「於課堂上叫學生的名字糾正他的發音時，許多學生感到挫折感，失去面子等等，尤其

是男的學生易感到丟臉」(丁 T1 訪談記錄)。 

 

7.採取何種教學活動時，有些日籍學生不積極參與、導致他們感到緊張壓

力呢?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有些活動日籍學生參

與的不積極、避免表現自己的現象。首先，第一個教學活動是：上台報告

使日籍學生給自己過度壓力，有些日籍學生承受不了一個人受到關注而難

以在大家的面前表達自己。 

「進行報告時，日籍學生沒有稿子可看會變得很緊張，沒有安全感，日籍學生習慣看著

稿子唸，所以通常請學生前一天先準備。如當場準備的活動也會排在課程較後端，也就

是讓學生習慣課文的內容後再進行」(甲 T10 訪談記錄)。 「教師請日籍學生發表的時候，

他們看起來較緊張，且他們發表的時間都是固定的，決定順序時大家都會保持沉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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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日籍學生不希望自己當第一個發表的人，不管自己準備的好不好，只願意第二個發

表，就是不想當第一個，怕被別人認為自己很驕傲的感覺」(甲 T8 訪談記錄)。 

「請日籍學生一個人在大家的面前報告，這使他們覺得害羞，有的人可用眼神與別人接

觸，但個性較內向的人，他們會一直看稿件，也不敢看聽眾，這樣的學生在課堂上做教

學活動時較不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易當跟隨者」(甲 T9、甲 T11 訪談記錄)。 

「上台報告對日籍學生而言，追求完美背稿子，而遇到講不出來內容、或是發音錯就容

易一直卡在同一個地方，變得發表的內容不靈活，導致聽眾易失去興趣。歐美的學生雖

有的學生發音也不正確、用詞不正確，他們卻很靈活的用其他詞彙解釋，他們的報告方

式易吸引聽眾的注意」(丙 T2 訪談記錄)。 

第二個教學活動是:對於角色扮演等活動，日籍學生無法臨機應變，

有的學生缺乏想像力，在上台變得很沉默、拒絕表演等的現象。 

「有的日籍學生進行表演時，因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沒有自信、怕在大家的面前表現，直

接拒絕表演，尤其是只有日本人的團隊就更難以進行，儘管將日本籍學生拆開他們會一

直推諉，不願意上台」(乙 T6 訪談記錄)。 

「進行角色扮演的時候，日籍學生較彆扭，較怕在大家的面前表現因而變得很尷尬，造

成無法投入、拒絕扮演等，但是曾經有過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日籍學生，他們的創造力

卻是相當豐富、知道如何表現自己，很投入課程活動」(丙 T5 訪談記錄)。 

第三個教學活動是:討論活動使有些日籍學生感到過度緊張，過度在

意他人對自己的眼光，擔心自己的意見與他人不同，造成人際關係受到影

響。 

「進行討論或發表意見時，因日籍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沒有足夠的發表意見的練習，且

年輕人對社會情勢缺乏關心，故若學生沒有足夠的準備時間，關於表達自己的看法相當

容易遇到困難，也無法與其他人交流意見」(甲 T1 訪談記錄)。 

「當日籍學生需與其他學生互動時，例如，合作、討論等，他們則較缺乏精彩、熱烈的

表現，他們會抑制自己的表現，而到了高級班，學生有時需談自己的感受、對事情的看

法時，日籍學生說出來的答案皆只是符合標準、不會得罪人或有任何創新的回答，因此

教師對他們不能抱太大的期望要他們說出很精采的內容」(乙 T1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與其他同學意見不同時，雖保持禮貌的態度，但臉上有不愉快、相當生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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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且若對方的語言能力較高，男的日籍學生容易看得出來他們不開心」(乙 T6 訪談

記錄)。「日籍學生不善於自由發言，若不指定日籍學生發言，他們會只習慣聽別人講話，

最主要原因為怕說錯、未把握自己要說的話是否對不對，因此當教師進行合作活動，教

師得謹慎的考慮學生的配對」(乙 T10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給我的印象為『不熱心』、『旁觀者』，做什麼活動都不太積極的參與，這

一點西方學生較有領導的能力，較熱心的參與其中」(丙 T1 訪談記錄)。 

「辯論時緊張自己要說什麼，而許多日籍學生無法專心傾聽別人的意見，他們該反應時

腦袋一片空白，常常講不出來自己的意見，看來他們比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起來較不善於

立刻反應且表達」(T3 訪談記錄)。 

第四個教學活動是:對於具有競爭要素之遊戲比賽，造成日籍學生感

到困擾，有些日籍學生過度注重禮貌，而會出現變得退縮、不積極等狀況。 

「進行競爭的教學活動，效果沒那麼好，有些日籍學生不喜歡與別人競爭，不好意思贏

別人，也不喜歡有輸贏的結果」(甲 T5 訪談記錄)。 

「在課堂上進行比賽、競爭、辯論時，日籍學生有一點矛盾，他們雖有競爭的心態，但

他們又會考慮到禮貌的問題，尤其是進行辯論時不想反駁其他同學，故他們的主張意見

的態度就沒那麼強烈。日籍學生可說出自己的意見，但是不願意直接指出別人對不對，

這樣的參與態度導致辯論無法達到理想的學習目標」(乙 T4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不適

合搶答的活動，他們雖知道答案卻不會主動搶答，我懷疑日本人是否認為這種搶答的活

動很幼稚，若班上太多日籍學生，我不會進行這樣的活動，因為沒有人會搶答。另外，

為了複習生詞玩賓果，他們明明已賓果了，卻不舉手說出來，不願意成為別人注目的焦

點，他們認為不需凸顯自己」(乙 T5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意見之外，有些教師提到對日籍學生有不同的看法，程度高、

有留學經驗等因素影響到各個日籍學生的表現，日籍學生對自己的語言能

力開始有了自信之後，他們的學習態度會變得相當積極，能夠表現出自

我。 

「曾經到海外接觸過外語的日籍學生較積極、不怕犯錯等現象，這些擁有海外經驗的日

籍學生學習外語時，他們將語言當作『對自己有利的工具』」(甲 T2 訪談記錄)。「通常

來台灣留學的日籍學生，他們的學習動機較高、學習目的相當清楚，因此當他們討論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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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雖不想冒犯其他同學，但仍是可說出自己的意見」(乙 T7 訪談記錄)。「有的在海外

生活甚久的日籍學生，他們的學習態度相當積極、他們在多元化的環境下表現得很自在，

不管進行什麼活動，他們都主動參與且有問題就一定會提問」(乙 T10 訪談記錄)。 

「中高級以上的日籍學生較不怕表現自己、變得較活潑，因對自己的語言能力較有把握」

(乙 T6 訪談記錄)。 

 

 8.採取何種教學活動時，日籍學生較踴躍參與及發揮他們的優勢呢?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有些活動能夠帶給日

籍學生良好的刺激，且提高參與課程機率。首先，第一個教學活動是：教

師在課堂上安排一些有趣的遊戲活動，日籍學生很願意參與其中。 

「日籍學生在學習華語時喜歡加入遊戲的教學活動，利用丟球或遊戲卡練習詞彙、句型

等，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甲 T3 訪談記錄)。「進行糾正發音的遊戲時，一開始雖然心

裡有不安、抗拒，但努力的跟著教師練習後他們發覺自己的發音有進步，得到成就感，

並重新了解發音正確的重要性。教師進行練習『問路』、『談戀愛時使用的會話』等活

動時，日籍學生對有針對性的任務很有興趣，而積極的去用學過的詞彙、語法來尋找自

己想要的答案，他們對完全照課文進行的任務感到相當無聊」(甲 T12 訪談記錄)。 

「日本學生較善於玩搭配字的形音義有關的活動，這些活動為較有書面式、不用搶著回

答，且為分組進行的，知道答案直接舉手就好，這時他們較踴躍參與。教師進行拆解詞

彙等的活動，日籍學生的腦海裡出現的漢字知識比其他國家的學生豐富一點，故他們較

踴躍參加」(乙 T4、乙 T5 訪談記錄)。 

「教師進行寫文章時，日籍學生努力在文章上表達自己的想法，寫作使他們覺得較放心，

他們比歐美學生寫得多。他們在寫作中可深入的探討對某些事情的觀念、邏輯，因這些

想法是需花時間思考才能寫出來的，故他們通常不會在課堂上說出來，在寫作上才會發

揮他們的能力」(乙 T9 訪談記錄)。 

第二個教學活動是：角色扮演的活動，因只需少數同學就能夠做到，

日籍學生不需感到過多的壓力。 

「使學生進行演戲時，教師提供跟內容有關的『實物』，能夠激發到他們的想像力，且

很快就可以融入故事裡的角色，且重點是並不是在大家的面前練習，只能與教師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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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讓學生放鬆的練習，有時候安排不像一般的上課環境時，移除教師-學生的身分，這

些對學生融入情境很有幫助」(甲 T5、甲 T6 訪談記錄)。 

「編二到三個人的小組討論時，日籍學生很願意開口講話，因為沒有那麼多人會注意他

們講話，只有少數的人專心聽你講話，遇到不懂的地方，周圍的人告訴你，感覺教師也

常常排迴巡視來關心你，這對日籍學生而言，比在大家的面前舉手提問舒適多了」(丙 T2

訪談記錄)。 

第三個教學活動是：有成果的教學活動相當適合安排給日籍學生做，

他們因完美主義的個性，會全力以赴的將任務完成。 

「日籍學生較適合成果發表等的活動，同學之間無人際上的阻礙之前提下，依照他們的

擅長來決定自己的角色，個性較積極的學生可負責表演等受到關注的角色，個性內向的

學生可選旁白等壓力較少的角色，教師不需強迫學生不想做的事情」(甲 T11 訪談記錄)。 

「教師進行辯論時，只要有充分的準備時間，日籍學生會說的很有邏輯，可攻擊別人的

弱點，能夠條理證明的表達意見，為了要贏對方，他們努力的主張自己的想法。還有，

教師進行比賽時，日籍學生也為了得到成效，很主動的搶答，尤其是在分組團隊活動，

他們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內向的日籍學生也非參與不可，盡量提供給其他團員自己所

知的知識」(乙 T11 訪談記錄)。 

   除了上述教學活動之外，教師最好了解每位學生的個性、狀況安排適

當的教學活動。 

「教師得留意的是，教師過度詢問抽象的話題，例如，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等非他

們生活圈的內容時，日籍學生易遇到困境、易感到挫折感，因此教師將話題從具體轉移

到抽象時需技巧」(甲 T1 訪談記錄)。 

「教師進行什麼活動並不是一個大的問題，學生的個性才是左右他們積不積極參與課程，

若個性開朗、活潑的學生，他們在任何活動上都積極參與、以正面的態度學習」(乙 T12

訪談記錄)。 

9.採取什麼樣的策略能夠減輕日籍學生在課堂上感到的焦慮或壓力?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對待日籍學生時，會採取一些策

略來減輕他們在學習上的不安。首先，第一個策略是：鼓勵學生且使學生

信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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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學生只有你們錯的時候，我才會糾正你們，我什麼都不說的時候你們永遠是對的，

而使學生保持自信。另外，給學生答得出來的問題來提高他們的自信，自己『會』的感

覺，且在初級時段適當的使用他們的母語來教學減輕他們的學習壓力」(甲 T2 訪談記錄)。

「教師上課開始前告訴日籍學生不論是否是學習上的事情，任何問題都可以告訴教師，

將學生當作自己的妹妹、弟弟，也希望學生將自己當作他們的媽媽或姐姐，我認為師生

之間不需明顯的上下關係，這樣也可以幫助減輕學生心理上的壓力」(甲 T3 訪談記錄)。 

「普遍來講，日籍學生缺乏信心、不愛講話，因此給他們許多觀念來鼓勵他們開口說話，

通常教師問的問題大多跟生活上的話題有關的，有些日籍學生特別在意隱私，但我告訴

學生教師不重視學生說的句子是否實話，重視的是學生要說出來的句子對不對，且細心

的設計如何使學生開口講話」(乙 T3 訪談記錄)。「如果日籍學生在課堂上安靜、不敢開

口說話，給他們多說話的機會，創造讓他們不得不說話的環境。但要採取不明顯的方式，

不用刻意點名，但我說想聽聽某某人的意見等方式鼓勵內向的學生講話」(乙 T10 訪談記

錄)。 

「對待日籍學生時特別注重『鼓勵–糾正–鼓勵』，在多年的教書經驗中發現鼓勵比糾

正有效，我避免日籍學生在課堂上被糾正而變得尷尬，儘量使學生發現他們的優點」(丙

T2 訪談記錄)。 

「為了增加他們的自信，常鼓勵他們找機會參加發表會、留學，使他們主動發現新的自

己，自己擁有的能力，這樣的場合助於他們成長並擺脫原來較內向的個性，敢去挑戰自

己，幫助學生對自己有信心是教師最重要的任務」(丁 T1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需教師

的關心，尤其是較年輕的、內向的學生特別需要教師去關心他們，不然有些學生上課時

變得悲觀一點，因此教師儘量關心、鼓勵他們」(丁 T3 訪談記錄)。 

    第二個策略是：教師需有耐心的等待日籍學生的反應，多給日籍學生

表現自己的機會。 

「教師不應強迫學生回答，一直等學生容易讓他們感到焦慮，若學生上課的時候回答不

了一些問題，我通常下課私底下會再問學生一次」(甲 T5 訪談記錄)。「若班上有語言程

度較低的學生，點其學生回答較簡單的問題，也避免每次點他當最後一個回答的人，因

這樣做他會感到壓力且回答不出來」(甲 T6 訪談記錄)。 

「點日籍學生發言時，若學生馬上回答不出來，一定會等那位學生回答完，還提供一些

資訊幫忙學生完成回答，若西方學生回答不出來，跟學生說『那你等一下』，然後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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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生不會過度在意自己被跳過，不過我不敢對日籍學生也這樣做，因為怕會傷害他

們的心」(甲 T8 訪談記錄)。 

「對待日籍學生時，更耐心的對待他們，若教師在課堂上從學生身上想要得到完美的答

案，教師需一步一步的教導他們」(乙 T12 訪談記錄)。「當日籍學生說不出話來時，教師

不該一直追問這些學生，這有可能導致他們害怕說話，而請最會回答的其他國家的學生

來回覆，儘量安排日籍學生在中間的順序再請他們作答」(乙 T11 訪談記錄)。 

「如果日籍學生不太說話，多給學生發言的機會，通常他們報告、發言的時候，只說幾

句話就講完了，因此我教導學生如何報告、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等等，這樣日籍學生會

慢慢學會其技巧」(丙 T5 訪談記錄)。 

     第三個策略是：看日籍學生的反應來調整拉近或拉遠師生之間的距

離。 

「教師與學生該保持一定的距離，對每位學生以客觀的態度評價，如果師生關係太熟，

反而學生不信任教師的能力，學生也學得不好，但是也不能使學生感到師生之間有距離，

一切皆由教師適當的控制保持一定的距離」(甲 T2 訪談記錄)。 

「我不喜歡學生認為教師是有架子的，並儘量營造輕鬆的學習環境，能讓學生們開玩笑

的環境與氣氛」(乙 T3 訪談記錄)。 

     第四個策略是：多帶笑容、溫柔的對待日籍學生，不要過度給學生

壓力。 

「教師創造良好氣氛的學習環境就可減輕學生心理上的壓力，而超過 30-40 個以上的學生

的班級，難以創造師生交流的學習環境，每位學生發言的機會也相對變少。其外，我認

為小班或個人班也有缺點，有些學生無法承受以非母語的語言上 1-2 小時的課，壓力過大

而放棄修課的學生也不少，因此教師多得考慮組織班級的大小與學生承受的壓力之間的

關係」(甲 T1 訪談記錄)。 

「盡量保持笑容對待學生，發現教師臉部的表情對學生的影響相當大，例如，教師聽不

懂學生在講什麼，就表現出皺眉頭、發出『啊!?』、『什麼!?』等，這樣的行為導致學生

擔心自己做錯了、使教師不開心等的情況，所以教師該注意他們的一言一行對學生的影

響力。對待日籍學生時盡量親切、甜美一點，這可將教師、同學之間的距離拉近」(甲 T4、

甲 T8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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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鼓勵日籍學生說得很好、做得很好，還有保持笑容，免得學生失去自信。若是對

待歐美學生，不需過度鼓勵學生，避免他們覺得幼稚的感覺，保持平靜的表情」(甲 T7

訪談記錄)。「剛開始與日籍學生交流時，因他們覺得彼此之間不太熟就變得很安靜、易

感到緊張，而教師要開朗活潑，動作要大、誇張一點，這樣可減輕日籍學生心理上的壓

力」(甲 T9 訪談記錄)。 

「對待日籍學生時語氣更溫柔、更有耐心，免得他們覺得有壓力就退縮，尤其是對待日

本女生時更小心、更溫柔一點，有的學生遇到不開心、不愉快的事情，只是不講話而已，

但有的學生會記恨在心裡面，但不會告訴你原因」(乙 T1 訪談記錄)。 

  

10.教師對待日籍學生時應該留意那些事情?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與日籍學生之間有溝

通上的問題，且造成教書上困擾。首先，第一個因素是:日籍學生不表達

真正的想法意見，日籍學生表面上與教師關係良好的，有問題也不直接找

教師談。 

「無法理解日籍學生到底有沒有講真心話，也發現他們較不敢看對方，這到底是跟禮貌

有關的、還是與缺乏自信有關的，因此有時候此情況會使教師感到尷尬。另外，日籍學

生基本上不主動告訴教師教學上的問題或想法，故教師該多注意他們臉部的表情需判斷

他們的心情」(甲 T4 訪談記錄)。「與日籍學生互動時覺得最困難的是真的想不透學生在

想什麼，更加上他們的反應也沒那麼大，因此教師必須先以熱鬧、反應大的動作，觀察

學生的反應，若是學生的反應很好或反應很大，這表示他們有興趣」(甲 T6 訪談記錄)。 

「日籍學生不會告訴教師真正的看法，說出來的並不是真的，因此不會採取追問他們的

方式，問了也無法得到回應」(乙 T1 訪談記錄)。「有時候感到最後還是不知道日籍學生

真正的想法，因此每天看學生的態度來摸索學生的心情，對待日籍學生時需有耐心，因

為他們會多花一點時間才能適應環境，思考事情」(乙 T2 訪談記錄)。「一般日籍學生對

教師、課堂不滿時不直接告訴教師，難以讓他們說出真正的想法、意見，感覺日籍學生

不太願意與教師溝通，並不會對教師要求太多。於是，最後才將意見寫在意見表，這對

他們來說，是較可放心的表達意見之方式，因此教師常常最後才知道他們的想法」(乙 T13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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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日籍學生真正的想法，這是最大的問題，他們表面上什麼都不說，其實他們相

當有意見，但是通常直到最後拿到評估表時才能知道他們的想法，而他們對教師的期望、

要求相當高，例如，教師應該要投入上課、教師要公平對待學生等等，對教師基本的工

作態度也有相當嚴格的看法」(丙 T1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有些日籍學生個性相當內向，拒絕與教師、同學互動

而造成教書上的困擾。 

「遇到極度內向、拒開口說話的日籍學生較麻煩，萬一碰到他們內心陰影的部分，易導

致學生更不願跟別人溝通，在日本『後天自閉』的比率比其他國家學生較高，使教師感

到焦慮」(乙 T6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日本文化注重禮儀，而教師無法輕鬆進行課堂。 

「對學生提問的問題內容感到困擾，如男女朋友、家庭關係等，特別小心針對日籍學生

的話題，有些學生不願意回答較私人的問題。日本人相當注重禮儀，而如果教師不太了

解這些習俗就可能會造成師生關係變得惡化，教師對日本文化習俗應該先了解基本的知

識，才能夠與學生進一步的互動交流，這也可避免傷害學生的心」(甲 T5 訪談記錄)。 

「對待日籍學生時要注意肢體的接觸，其他國家的學生習慣與教師拍肩膀或擁抱，不過

有的日籍學生不習慣與教師有肢體接觸，性別也有關係，尤其是日本的男生會注重禮儀，

若教師是女的，他們不太敢與教師肢體接觸」(乙 T4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日籍學生常常裝懂，教師總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懂。 

「接觸日籍學生最大的困擾是他們不懂的時候會說『懂』，而且他們的反應常常使教師

以為學生真的懂，尤其是日籍學生常以點頭的方式表達感受，這點頭常使教師混淆」(甲

T10 訪談記錄)。 

   第五個因素是：有的日籍學生過度追求完美主義、吹毛求疵，對教師

的要求、期望甚高，而感到困擾。 

「有的日籍學生堅持要知道某個答案，卻從教師的答案中無法得到，這時我會儘量迂迴

回答問題」(乙 T5 訪談記錄)。 

「有的日籍學生對教師的要求相當嚴格，例如，希望教師準時上課、下課，以及評估學

生的方式等，將這些意見寫在意見表，或是在朋友之間抱怨等等，然而這樣的學生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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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交作業、不遵守規定等，有時這樣對教師其實是不公平的一件事」(丙 T4 訪談記錄)。 

「對日籍學生的刻板印象為他們很有禮貌、很會為別人著想，不過有時候出現對教師嚴

肅的要求，例如，我需多少分數、教師應該對我怎麼做等，有的學生相當有個性而使教

師驚訝，也會感到困惑」(丁 T2 訪談記錄)。 

  另外，為了解決上述師生互動上的問題，教師對待日籍學生時應注意

及避免不少因素，首先，第一個因素是：遵守約定、小心話題，則避免日

籍學生對教師失望的情況。 

「上課的時候若當場無法給學生適當的答案，許多教師可能跟同學說『我下次會告訴你

們』，但有時候會忘記這件事情，這樣的行為使學生失望，所以教師得牢記自己與學生

的承諾」(甲 T4 訪談記錄)。 

「教師對待日籍學生時，應該小心講話的內容，因不知日本學生何時會聽到後變得很不

開心，卻不直接跟教師說」(乙 T7 訪談記錄)。「教師不該問太多隱私上的問題，除非學

生願意講，不要逼她講話，教師考慮題目時設定大眾一點的，避免敏感且易發生衝突的

話題，講話也要分寸」(乙 T10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多觀察日籍學生的狀況，不要以刻板印象對待每位日

籍學生，多鼓勵學生。 

「教師得多關心他們每天上課時的情緒，且不能將日籍學生的優點、缺點當成都一樣，

他們較敏感，且每個人的困擾都不同」(甲 T8 訪談記錄)。「對待日籍學生時，不要以一

些刻板印象『日籍學生很保守』等觀念來對待學生，雖然教師對日籍學生的一些特質、

習慣有所了解，上課時不要太刻意設限，最重要的是對每位學生公平的上課」(甲 T12 訪

談記錄)。 

「剛開學時觀察互動的意願，對於個性內向的日籍學生，慢慢等他們與教師互動的機會，

若個性活潑的日籍學生，鼓勵他們拓展自我、國際視野寬闊一點」(乙 T6 訪談記錄)。「對

於日籍學生不願意表達意見，教師需敏感且細心的觀察他們的態度，當教師發現學生的

問題後，主動找時間與學生溝通，並嘗試各種不同教學法」(乙 T12 訪談記錄)。 

「大部分的學生較內向、較害羞，他們較易受傷，因此教師儘量創造舒服，避免使日籍

學生感到突出而造成他們的壓力，使他們融入學習的環境」(丙 T3 訪談記錄)。「教師應

該留意學生的要求、他們對課堂滿不滿意等，因為日籍學生不會主動跟教師講，故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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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日籍學生時，會盡量使日籍學生與同學能開心的互動，並多關心他們心理上的狀況，

若班上有內向的日籍學生，不能強迫他們合作，須採取可個人完成的活動」(丙 T5 訪談

記錄)。 

「儘量不要給學生太多的壓力，我剛教書時常煩惱為甚麼學生不懂、為什麼一直犯錯，

不過經歷了許多年的教學，發現鼓勵、欣賞學生是個對學生成長很重要的行為，關鍵是

使學生發現『喔，自己可以做到!』，而我的教學法漸漸改變使學生自由發展的方式了」

(丁 T1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若學生的表達能力較低，可運用不同語言試著溝通且

減輕學生的壓力。 

「有的日籍學生因語言程度不夠，而遇到無法表達自己想說的話或是只有自己沒聽懂意

思時，雖然教師有耐心的教導其學生，但其他學生會開始不耐煩，而無法表達意見的學

生也對教師、同學覺得不好意思，而放棄用華語繼續講。這樣的時候，教師運用學生的

母語可馬上解釋，可避免學生尷尬的情況」(甲 T10 訪談記錄)。 

「教師覺得尤其是零起點的日籍學生需安心的感覺，因此有時跟他們講幾句日語，給他

們親切的感覺。亞洲國家的學生，特別是日籍學生較不願意表達內心的想法，如果教師

會說日語，這助於減輕日籍學生心理上的壓力」(乙 T3、乙 T12 訪談記錄)。 

    第四個因素是：使日籍學生盡量清楚表達自己要說的話、自己的想法，

以明確的方式引導他們。 

「教師必須確認學生是否真的懂或不懂，因不少日籍學生的表情常常裝懂，而第一次上

課時先教導學生『懂』與『不懂』之意思，然後上課時強迫學生用『懂』或『不懂』來

表達自己的感受」(甲 T11 訪談記錄)。 

  第五個因素是：教師對日本文化至少了解一些知識，這將使師生關係

變得更好。 

「教師要稍微了解一下日本文化，什麼東西在課堂上應該要避免，他們較不喜歡什麼，

從他們的言語、態度上學習日籍學生的特徵」(乙 T5 訪談記錄)。 

「假設班上有很多日籍學生，可以提供他們討論跟日本有關的有趣話題，避免課堂氣氛

變得沉重」(丙 T5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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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同儕同儕同儕同儕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4.日籍學生與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比起來，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也會

在課堂上遇到不敢開口說話、害怕說錯、在意他人的眼光等問題嗎?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日籍學生與其他亞洲

國家(韓國、印尼、泰國、越南等)的學生比起來，日籍學生在課堂上遇到

的困難較明顯。首先，韓籍學生與日籍學生的比較，不少教師認為韓籍學

生在課堂上的表現有両極，有些韓籍學生相當積極，踴躍發言。 

「問學生是否有問題的部分，這樣的時候韓籍、大陸籍的學生會很積極的提問，自己有

什麼意見時馬上與教師、同學分享，相反的，日籍學生則完全沒有反應，有問題也不在

大家的面前提問，有些人寫在紙條上，下課時再去問，這有可能是不好意思打斷上課的

進度，我認為這些積極的亞洲留學生比起日籍留學生更加認真」(甲 T1 訪談記錄)。 

「將日籍學生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比起來，韓國的學生很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很

理性，較不怕說錯。韓籍學生是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重視自己的感受且敢表達自己的意

見，且師生之間的距離拉的很近，關係馬上變熟的感覺」(甲 T5、甲 T6 訪談記錄)。 

「韓籍學生跟日籍學生比起來較主動、強勢，韓國學生也教尊重長幼關係，班上的韓籍

學生皆是同輩，他們會很積極的發言，若班上有長輩，年輕的韓籍學生就會因尊重長輩

而變得較客氣」(乙 T5 訪談記錄)。「對於韓籍學生，他們是強悍的國家，大概安靜了一

週左右就開始展現出戰鬥精神，有問題就為自己爭取權利的個性」(乙 T6 訪談記錄)。韓

籍學生敢說出來自己的想法，甚至對教師表達課堂上的意見等等，告訴教師他們的要求、

教師應該如何改善等(乙 T9 訪談記錄)。 

「韓國的學生較敢發言的原因為他們的發音較正確而易受到鼓勵，更敢講話，韓國人個

性也較強，較不在乎別人的反應，相反的，日籍學生碰到挫折後很快就縮回去，花很久

的時間找回信心」(丙 T2 訪談記錄)。 

  不過，有些教師提到韓籍學生也會愛面子，可看到不想在大家的面前

犯錯等的傾向。 

「有的語言程度很高的韓國的學生也有同樣的問題，犯錯時因愛面子，而不希望在大家

的面前被教師糾錯、不想重複正確的答案等等」(甲 T7 訪談記錄)。「將韓籍的學生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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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學生比起來，這兩個國家的學生也一開始都不講話，差別在於他們回答問題時，日籍

學生擺困惑的表情，明顯的看得出來他們在緊張，韓國的學生沒太大的變化」(甲 T10 訪

談記錄)。 

「常帶零起點的學生時，不管哪一個國家的學生，每位學生都會稍微感到不安、壓力。

通常日韓學生不願意重複教師說的話，他們較堅持自己思考來轉換目的語與母語之間的

差別」(乙 T1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跟韓籍學生皆有『愛面子』的共同點，不太能接受

外文化」(丙 T5 訪談記錄)。 

  印尼、泰國、越南籍學生與日籍學生的比較：大多教師認為來自東南

亞國家的學生較樂觀、較少去在意怕犯錯、失去面子等的問題。 

「如果班上有泰國、越南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較積極，也願意嘗試，日籍學生在這樣

的情況保持沉默的多，日籍學生還是傾向於『慢熟』，需了解教師、同學的個性，才開

始放得開」(甲 T4 訪談記錄)。 

「假設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在程度上比不上日籍學生，但他們的學習態度就會表現出比

起日籍學生更積極，例如，越南、泰國等，他們會強迫自己發言」(乙 T1 訪談記錄)。「東

南亞國家的學生在台灣打工且接觸當地人的機會較多，他們更易融入當地的語言環境」

(乙 T2 訪談記錄)。「通常接觸的印尼學生是華僑，聽力相當好且較有自信，於是比較起

來，日籍學生畏縮的狀況就更明顯」(乙 T5 訪談記錄)。  

「越南的學生較保守、傳統，雖剛開始很安靜，過了幾週就開始展現出他們的奮鬥性。

印尼學生大概過了一個禮拜就開始變得很活潑，他們在學校裡有許多朋友，個性也較活

潑」(乙 T6 訪談記錄)。 「班上的越南學生優秀，學習態度很認真，雖然他們有發音上的

問題，不過他們很積極的表達自己」(丙 T1 訪談記錄)。 

「越南、印尼學生較不在意自己犯錯，天生就較樂觀，願意主動說話、分享自己的事情，

最易在意犯錯、失敗的是日籍學生，他們的表情、肢體動作最明顯」(丁 T3 訪談記錄)。 

  有些教師認為東南亞國家的學生也具有內向、自閉的一面而影響到師

生互動、課堂的表現。 

「對於印尼學生的感覺，他們較羞怯，若教師對學生嚴格，他們則會對教師感到恐懼、

自卑的行為，這一點印尼學生比只在課堂上安靜沉默的日籍學生更嚴重」(乙 T12 訪談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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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特點之外，部分教師認為，亞洲國家的學生與歐美學生比較

起來，大部分傾向於安靜、內向，並不是日籍學生在課堂表現上突出。 

「一般來講，亞洲國家的學生較缺乏自信，這是亞洲學生的通病，教師的個性、與教師

的互動影響到他們在課堂上的表現，若教師成功創造較輕鬆、自在的學習環境，這些學

生會願意積極參與課程」(乙 T12 訪談記錄)。 

「以教師多年的經驗來講，亞洲學生不太善於表達意見、較沒有意見」(丙 T1 訪談記錄)。 

6.班上的日籍學生與其他同學互動得如何?因日籍學生遇到的學習障礙之

關係，是否發生導致無法達成學習目標等狀況? 

綜合所有訪談者的回答，發現受試者大致上認為，為了日籍學生與同

學合作能夠得到教師所設定的學習目標，安排教學活動上需仔細的考慮。

第一個因素是：給予充分的準備時間，日籍學生才能應付。 

「日籍學生對要當下的練習的教學活動無法馬上反應，立即反應沒有那麼快速，相反的，

只要給他們一點充裕的時間，他們都可以做的很好，並與其他同學圓滿合作。立即反應

沒那麼快的原因則是個人的生活歷練的問題，對某個東西完全沒有興趣或對某些話題完

全沒有思考過，針對他們從來未接觸、涉及的範圍，日籍學生通常無法立即反應這些問

題」(乙 T12 訪談記錄)。 

第二個得到效果之因素是：只要給日籍學生明確的說明，同學之間可

互動的很好。 

「若日籍學生能夠清楚的了解學習目標，並能朝向此方向團結，組織一個小班且使他們

用華語和諧討論，比起選擇每一位學生皆易疏離的大班課，他們的小型合作活動反而更

易得到學習效果」(甲 T1 訪談記錄)。 

第三個得到效果之因素是：以個性來分配給學生適當的任務，分組的

對象將影響到日籍學生的表現。 

「日籍學生在課堂上互動的好不好歸於教師的責任，通常照學生的程度來組合，儘量將

同樣程度的學生互動合作，不愛講話的日籍人跟較內向的學生要一起，較活潑的日籍學

生跟愛講話的同學要在一起，日籍學生也很願意練習，不然安靜的日籍學生與愛講話的

同學一起，容易被強勢的一方所忽略」(丙 T2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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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班上的同學較熟，基本上日籍學生之間的互動完全沒有問題，重要的是教師需要

在一個月內找到有幾個學生很積極活潑的學生，請這樣的學生領導其他學生，創造輕鬆

快樂的學習環境」(丁 T1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不管在日本、在台灣學習華語，他們的

學習態度很認真、很有責任感，且他們會主動協助其他國家的學生，是個很好的示範」(丁

T2 訪談記錄)。 

    第四個得到效果之因素是：分組活動可減輕日籍學生心理上的壓力，

促進他們能夠願意表達自己。 

「日籍學生編小組活動時，他們較不會感到壓力，也較敢開口說話，主動與教師提問，

加上且教師允許他們使用日語，在輕鬆舒適的狀況下，他們的表現相當好」(丙 T3 訪談

記錄)。 

    相反的，造成日籍學生與其他同學之間互動上出現問題之第一個因素

是：有些日籍學生個性內向、自閉，堅持一個人做事且拒與其他人互動，

而無法得到學習效果。 

「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互動時，會產生文化差異，例如，其他國家的學生較喜歡

隨機準備，相反的，日籍學生準備得非常仔細、追求完美，因而有時候兩方無法合作得

很好」(甲 T9 訪談記錄)。「若班上的男生很少，大多是女生，進行活動時難以熱鬧起來，

因女學生較少主動進行活動，且反應較冷淡大多只以微笑回應，因此若班上有男生，女

學生跟著男學生一起熱鬧起來的情況較易發生」(甲 T10 訪談記錄)。 

「日籍女學生在合作上雖非常客氣，且與其他學生互動時絕對不會發生衝突，但因他們

不積極，所以無法做的或說得很深入。日籍學生認為若自己表現得太活潑、積極就不像

日本人，他們個性就是規規矩矩，個性內向的日籍學生與別人合作時氣氛變得不熱烈」(乙

T1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私下很努力，教師要求什麼就盡可能達成學習目標，不過日籍

學生的確擅長於自己做事，因此使學生之間互動時得看教師如何分配給他們適合做的工

作」(乙 T10 訪談記錄)。 

「遇過一些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學生合作活動時，拒絕與同學完成任務，完全不理夥伴，

感覺習慣一個人做事情，則無法進行分組活動。若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拒絕開口說話，

等於是失去說話的機會，也失去跟同學互動的機會。大體來講，日籍學生覺得自己語言

能力仍不足時，傾向於不太願意與其他同學合作，寧願回家自己慢慢做，到了某種程度，

他們漸漸不在意周圍的眼光」(乙 T9 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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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學生與其他人協調的方式跟其他國家的學生很不同，日籍學生跟同學合作會有所

保留，看起來他們感覺跟別人合作較麻煩、較不喜歡跟別人商量」(丙 T5 訪談記錄)。 

    第二個因素是:日籍學生輸出訊息的能力較低，因而阻礙他們與其他

學生交流出現問題。 

「讓學生進行兩人合作活動，互問對方一些問題且最後發表從對方得到的消息，通常進

行活動時，與日籍學生合作的同學從日本同學得到的訊息相當少，因日籍學生較少開口

說話、無法給對方理想的回饋，這時難以得到理想的學習目標」(乙 T1 訪談記錄)。 

「讓學生合作時，很早就告知每一組都要準備發表，不過有的日籍學生與其他學生不積

極溝通，等到發表當天教師才發現他們完全沒有練習等的狀況，個性活潑的日籍學生不

多，故教師常遇到像這樣的狀況」(乙 T7 訪談記錄)。 

    第三個因素是:不少日籍學生傾向於與其他日籍學生在一起或講日語，

而造成他們與其他學生互動得機會變少，缺少交流的機會。 

「有時日籍學生之間進行討論會使用日語，這有可能是為了加快討論的效率，或是避免

彼此之間會有誤會，則日籍學生之間還是難免會用母語」(甲 T9 訪談記錄)。「日籍學生

之間互動合作時，習慣使用日語溝通，這可能是為了讓事情討論得順利，也有可能如果

使用華語與其他日本人講話，怕被同學認為在炫耀自己的語言能力等等」(甲 T12 訪談記

錄)。 

「一般的日籍學生較喜歡與其他日籍學生在一起，習慣找一堆日籍學生聚在一起，這有

可能一直使用外語很累，跟可以用母語溝通的人在一起很輕鬆」(乙 T3 訪談記錄)。 

     

四四四四、、、、訪談結果訪談結果訪談結果訪談結果 

關於日籍學生的訪談，其結果顯示大多日籍學生自認自己的學習表現

不如其他同學，害怕失敗、缺乏自信、在意他人的眼光而在課堂上無法好

好表現自我而對此感到困擾。另外，大部分的日籍學生認為教師與學生之

間有距離，對教師相當客氣，不想打擾課堂進度，而不敢在課堂上提問等

傾向。日籍學生對教師的期望也不少，注重教師對待學生公平與否，希望

多觀察日籍學生的狀況，給他們適當的機等。對於同學，日籍學生從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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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得到良好的刺激，不過班上同學的能力、個性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學習

態度，輕鬆愉快、能夠互相幫忙的學習氣氛是對他們而言最理想的。不過，

其中不少日籍學生提到，留學經驗、年紀、個性等因素與語言學習之間的

關係相當密切，曾經有留學經驗的學生、年紀大或小、本來的個性活潑等

因素都會讓他們在語言學習上的表現變得相當優異。 

對於教師訪談，大多教師認為日籍學生在課堂上透漏的負面表現比其

他國家的學生要明顯，教師也感受到幾種複雜因素，例如，日本的教育、

社會文化、學生本身的個性、留學經驗等影響到他們在語言學習上的表現。

教師的確對日籍學生有刻板印象，例如，很安靜、不願開口說話、對教師

很客氣等，因這些原因導致教師難以了解日籍學生的感受。不過，教師也

感受到最近年輕一代的學生較活潑，還有有留學經驗的學生，他們的學習

態度相當積極，不如教師以往所認識的典型日籍學生。這次教師訪談結果

顯示，只要細心的鼓勵他們、給他們機會並增加他們的自信，這些日籍學

生還是會有進步的，與同學的互動也變得很好。教師希望日籍學生主動與

教師多互動，有什麼事情直接找教師談一談，這樣才能更了解日籍學生的

需求，能夠創造師生、同學之間更良好的學習環境。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課室課室課室課室錄影錄影錄影錄影觀察觀察觀察觀察記錄記錄記錄記錄的的的的記錄分記錄分記錄分記錄分析結果析結果析結果析結果 

第三節為課室錄影觀課記錄的結果分析，觀察對象為甲大學、丙大學

的日籍華語學習者，甲大學的華語學習者在台灣的某大學研究所參加短期

華語修班，丙大學的日籍學生他們在台灣的某大學華語教學系上課，而研

究者在甲、丙學校各收集了共十次的課程錄影及觀察記錄資料。關於乙校，

為了尊重校方的權益，這次未到乙校課室觀課錄影記錄的機會。最後，研

究者將錄影觀察記錄資料分成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

分析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師生互動、同儕互動，歸納各層面的傾向

及特徵。本節內容 S 代表學生，T 代表華語教師。 

一一一一、、、、    甲大學甲大學甲大學甲大學 

(一)課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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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程名稱: 綜合華語課 A 班  

2.教師 :甲 T3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 : 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詞彙解釋 b.自我介紹 c.分組訪問 d.報告訪問內容 e.詞彙練習 

(二)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甲 S1 是較積極的學生課堂表現很主動，看來不想輸給其他同

學而一個人掌控發言權。甲 S3、甲 S4、甲 S5等不少學生在大家的面前報

告時，他們對自己的發音沒有自信，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對著教師報告，較

不敢對著其他同學報告。但對學習華語很有興趣的學生，甲 S1、甲 S2的

態度相當積極，不管發音正不正確，都會報告的很完整。其中，甲 S5 遇

到不懂問題時，會先主動找教師幫忙，學習華語的態度相當積極。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師排迴巡視時，甲 S4 較緊張，突然變得安靜。教師很仔細

的觀察，當學生需教師幫忙的時候，馬上提示給學生如何表達較好，且教

師會懂一些簡單的日語知識很有幫助，使本來不太會開口講話的學生也慢

慢表達自己想說的話。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學之間變熟了之後很主動交流，他們可用華語聊天，透過非

母語語言溝通交際也不會感到不自在的樣子，且他們有意願想讓其他同學

認識自己。這班的學生程度相當好，雖然講話沒那麼流利、不太會表達得

很清楚，但是他們完全不靠日語完成教學任務，不懂的時候請求教師協

助。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A 班 

2.教師: 甲 T4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玩遊戲b.上台報告c.詞彙練習d.朗讀課文e.玩遊戲 f.分組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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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g.語法練習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甲 S1、甲 S2、甲 S3上台報告時，除了個性很活潑、語言表達

能力較高的學生之外，甲 S4、甲 S5還是習慣一直看稿子報告，看起來害

羞的樣子。是否因小班課的關係，使他們較輕鬆，每位同學上課時都會主

動問教師問題。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師盡量公平的請學生發言，並來回巡視及問學生跟課堂有關

的內容。若學生哪些地方不懂，教師利用下課的時間輔導學生，會注意學

生的狀況及要求。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學之間玩遊戲看來真的很開心，同學之間的關係愈來愈熟後，

玩含有競爭性的比賽也玩得很愉快。甲 S2、甲 S3、甲 S4分組編故事時，

雖他們的華語程度甚高，但使用日語討論的機會也很多，這有可能與合作

的對象、時間控制等原因有關係。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B 班 

2.教師:甲 T6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繞口令 b.介紹自己買的紀念品 c.複習課文 d.語法解釋 e.朗讀

課文 f.詞彙練習 g.玩遊戲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當學生報告時，有的學生可能過度注重他們的發音，因此課程

進行當中常常停下來。依據研究者的推論，學生應該是在對照自己與教師

的發音，藉此確認自己發音的正確性。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師有時候講話過快，有些學生來不及理解或反應不過來，學

生與教師之間幾乎沒有互動。教師解釋語法時，學生較沒有反應、不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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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懂，而教師較沒有把握學生是否真的懂不懂。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 上台報告的時候，有些個性內向的學生也會積極的報告，但

聽眾的其他同學對報告人的回饋、反應都甚少。有的女學生上課時較安靜

沉默，不過他們下課後較輕鬆的用華語對話，還有玩遊戲時，學生變得活

潑，其實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相當不錯，只要有輕鬆的學習氣氛、以及有

教師適當的幫助，學生才會用華語互動的很自然。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B 班(這堂課沒有錄影檔案，採用的是觀課記錄) 

2.教師:甲 T5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語法練習 b.玩 BINGO遊戲 c.朗讀課文 d.討論+報告 e.語法練

習 f.問答活動 g.唱歌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學生遇到不懂的問題或有聽不懂的地方時，不敢問教師，習慣

默默的跳過去或問旁邊的同學。這個班的學生在上課時很少用電子辭典查

東西，較少見日籍學生避免依賴電子辭典，但當他們發言時，還是有點害

羞，看起來沒有自信的樣子。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師有時候講話過快，學生來不及理解或反應不過來，學生遇

到問題時不會馬上問教師，而是保持沉默。這樣的時候，彷彿老師一個人

一直講課，無法與學生互動。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整體來看，這班的學生相當安靜、有禮貌，因此同學之間互動

時，對對方很客氣，較無法主張自己的意見或想法。他們在休息時間常使

用日語交談，但開始上課時，是否因使用華語導致他們緊張，變得很安靜，

除非教師安排活動，很少以華語溝通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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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C 班  

2.教師:甲 T8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暖身活動 b.介紹昨天吃的東西 c.語法練習 d.玩遊戲 e.朗讀課

文 f.玩拼圖遊戲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女生很安靜、較內向，很少主動開口講話，常常低頭看課文，

教師點名才會發言或回答問題。相反的，男同學個性較活潑，上課感到較

自在，而習慣在課堂上說日語的機率甚高，班上有幾個男同學的個性助於

讓教室變得熱鬧，帶來愉快的學習氣氛。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當教師幫同學講話時，不管內容有沒有錯，學生都說「是」。

教師看到學生聽不懂教師說什麼，就用簡單的日語教導他們，不過當學生

知道教師會說日語，在課堂上使用日語的機率可能愈來愈高。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學生遇到不懂問題時，藉日語問其他同學而解決，看來這樣比

直接問教師還放心。同學之間習慣使用日語溝通，這可能與程度仍不夠高、

個性害羞也有關係。有的學生語言能力較高，看到其他同學不懂就主動幫

忙告訴他們怎麼做、並解釋教師怎麼說。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C 班 

2.教師:甲 T8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暖身活動 b.發表感想 c.聽力測驗 d.朗讀課文 e.角色扮演 f.詞

彙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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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女學生還是很安靜，不過她們慢慢進步了，雖然她們在課堂上

不像班上的男同學主動發言，只要教師點她們或遇到不懂問題的時候，她

們都會主動開口。這班的學生習慣做筆記、用電子辭典查詞彙，這是日本

學生在課堂上的特徵，看來他們沒有很專注聽課。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日本學生遇到不懂的地方也不一定問教師，保持沉默的狀況較

多，於是，教師有時用簡單的日語、英語解釋給他們不懂的地方，這可馬

上解決課堂安靜的情況。不過學生自己不知如何表達時，也會變得很沉默，

這有時導致教師也不知道如何幫助學生。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雖學生之間常使用日語，但他們很願意合作，對自己較不強迫

用華語溝通，同學之間的氣氛不錯而上台表演的時候也沒那麼緊張，用華

語表演的很自然。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D 班 

2.教師:甲 T9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發音練習+繞口令 b.語法練習 c.補語練習遊戲 d.朗讀課文 e.

語法練習 6.玩遊戲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班上四位女同學個性乖巧、安靜，上課時習慣做筆記，教師說

什麼做什麼都接受，很少主動提出問題。同學之間年紀的差別也許影響到

他們的表現，年紀小的學生對長輩很客氣，而交流意見時也依長輩為主。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有個學生沒有來上課，而教師將他的名字拿來練習「缺點與優

點」之用法，其比較學生的方式使其他學生感到困惑。另外，教師用學生

的名字練習句子，這樣的課程內容給學生親切的感覺。教師利用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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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如朋友般聊天，可拉近師生之間的距離，看來學生也可輕鬆的開口

講話。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學之間用華語玩遊戲就會變得很開心的樣子，教師安排遊戲

不只使學生練習華語，也加入肢體動作，這能夠減輕學生說華語的壓力，

若能夠安排吸引學生的活動，他們很願意參與且教師也可得到效果。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D 班 

2.教師:甲 T10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詞彙練習+遊戲 b.檢查作業 c.補語練習+遊戲 d.畫畫彩迷 e.唱

歌 f.朗讀課文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有些同學發表意見時，不敢看其他學生，但華語程度愈高，愈

敢發表意見，競爭力也高一點。當學生的語言程度愈低，依賴母語的機率

愈高，休息時間習慣使用華語交談。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師不讓學生使用日語、電子辭典，試著一起解決問題。還有，

利用休息時間幫助學生需加強的地方，例如，發音、作業等，教師採取如

此方式助於減輕學生在課堂上的壓力，學生感受到教師關心他們的學習狀

況，則很願意跟著教師學習。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學生之間的關係很輕鬆愉快，分組活動、全體活動都進行的很

順利，沒有一個學生因在意其他同學的眼神而不敢表現自己的，與其一個

人上台報告，大家一起參與的活動較能夠減輕每個學生的壓力。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E 班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115- 

2.教師:甲 T11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暖身活動 b.報告 c.玩遊戲 d.語法練習 e.編故事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有位學生遇到自己不會的問題時，心情會變的很低落，覺得「其

他人都會，為什麼自己不會」等對自己很失望的樣子。學生在上台報告時，

看來都不欸緊張，以輕鬆的態度發表，最內向的學生也敢講話，並看著其

他同學的眼神發表。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師的個性很活潑，看學生沒有精神或心情低落時，以適當的

言語鼓勵學生，提高學生的自信。另外，教師會說一些日語，當學生真正

不懂的時候，透過簡單的日語來解釋，而學生不必一直煩惱聽不懂教師在

講的內容。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學之間的關係很和諧，上課時大家常開玩笑，學習氣氛很輕

鬆，上台表演也做的很好，學生都不害羞的樣子，不過這輕鬆的氣氛可能

導致學生之間大部分使用日語來討論，不會試著用華語溝通交際。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綜合華語課 E 班 

2.教師:甲 T12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發表作業b.玩遊戲c.詞彙練習d.語法練習e.語法練習 f.發音練

習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女學生上台報告時，一直低頭看稿件，看起來沒有自信的樣子，

上課的時候幾乎不主動發言及提問。學生遇到不懂的問題或有聽不懂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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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時，也不敢問教師，班上的男生有問題反而會馬上問教師。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師很關心每位學生的狀況，常聆聽學生的意見，若看起來學

生不懂的樣子，用肢體語言教導學生，而不是馬上用英語等其他外來翻譯，

這讓學生覺得很放心。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學之間因小事情可笑一笑，學習氣氛很不錯。男生分組合作

時願意用華語溝通，相反的，女生分組合作因較內向的關係，很安靜，使

用華語互動的情境使女學生感到害羞、沒有自信的樣子。 

二二二二、、、、    丙大學丙大學丙大學丙大學 

    丙大學的觀課記錄之結果分析，並非每堂課都有包含三個課堂因素，

其因在於課程內容、上課人數等因素，形成幾乎沒有師生互動的情形，所

以可能只有某些層面的分析。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會話訓練課  

2.教師:丙 T2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5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口頭報告 b.教師回饋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上台報告的日籍學生個性相當活潑，其中有些日籍學生是台日

混血，若日籍學生自己認為準備的很足夠或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有自信，這

些日籍學生在其他同學面前發表時並不緊張，能夠有自信的表現自己。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 聽力訓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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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丙 T3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2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 a.介紹主題 b.詞彙練習 c.聽完影片後分組討論 d.複習 e.看影

片 

(二) 課堂因素: 

1.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 日籍學生較安靜、不習慣主動發言，加上日籍學生需花較久

的時間思考才能回答問題，因此教師需主動點日籍學生，多提示給他們例

子等需技巧及耐心，幾乎由教師來主導整個教學活動。 

 

(一) 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 綜合華語課 

2.教師:丙 T3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2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詞彙練習 b.聽寫小考 c.詞彙解釋 d.課文朗讀 e.總結(練習發

表)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有位日籍學生較敢提出問題，且不怕犯錯，其學習參與態度不

輸給其他國家的學生，看得出來其學生的學習意願相當高。對於另外一位

日籍學生，當教師尋找自願發表意見的學生時，他都避免發言，只點頭，

提出意見的大部分皆是其他國家的學生。 

 

(一) 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 綜合華語課  

2.教師:丙 T2授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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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人數:3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聽寫小考 b.口頭報告 c.詞彙解釋 d.語法練習 e.課文朗讀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班上的日籍學生不主動發表意見，且思考時間比其他國家的學

生需花較多的時間，因此較不主動的日籍學生常常被教師逼開口說話。另

外部分日籍學生太注重發音是否正確，導致這些日籍學生在大家的面前發

表意見或報告時，講話變得不流利，常常停頓下來，看起來沒有自信的樣

子。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教師在課堂上使用英語的機率相當高，有些日籍學生可能無法

當下理解其英語的意思，擺出困惑的表情。過度使用英語的學習環境可能

導致一些日籍學生感到額外的壓力。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華裔、華僑以及韓籍的學生講話很流利，加上他們很有自信，

很主動參與課程。日籍學生上台報告時，較不敢看其他同學而一直看自己

的稿件，看起來只跟教師報告，沒有與同學互動，還有他們的語速比其他

國家的學生稍微慢一點，導致有的學生沒有耐心的聽下去。另外，日籍學

生在大家的面前分享自己的意見時，先問其他日籍同學確認內容，或看其

他同學的臉色。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 綜合華語課 

2.丙 T5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3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複習作業 b.看影片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從年紀來看，在這班上年紀較大的日籍學生較活潑，也較不怕

說錯。當年紀大的學生在課堂上遇到不懂的事情會積極舉手提問，為自己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119- 

爭取學習的權益。 

2.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教師進行暖身活動時，任何學生都可自由的發言，但日籍學生

很少開口講話，有的日籍學生開口講話時聲音會抖，相反的，韓籍、印尼

等東南亞的學生都很活潑的參與課程。對於韓籍學生，韓籍學生之間意見

不同時，也敢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日籍學生較尊重對方，試著配合其他日

籍學生的意見。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 聽力訓練課 

2.丙 T3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6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詞彙練習 b.朗讀 c.上台報告(兩人一組) 

(二) 課堂因素: 

1.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這一班的日籍學生較喜歡與其他日籍學生聚在一起，看來與自

己國家的學生在一起因沒有語言的障礙而輕鬆交談，反而造成沒那麼積極

使用華語參與課堂。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 會話訓練課 

2.丙 T2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4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1.口頭報告 2.角色扮演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日籍學生在報告當中，非常在意自己的發音是否正確，而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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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變得不通順，常常卡在同一個地方。這樣的時候，聽眾的其他學生易失

去專心力去聆聽日籍學生報告，有些學生甚至擺出不耐煩的表情。 

2.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對於兩人一組的角色扮演，日籍學生都很願意與同學合作討論，

兩人一組的氣氛使學生較輕鬆的參與，沒有造成甚大的壓力，而與其他活

動比較起來，他們會多開口表達自己的看法。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 綜合華語課 

2.丙 T1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2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口頭報告 b.語法練習 c.分組討論議題 d.朗讀及解讀課文 

(二) 課堂因素: 

1.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這位教師教學經驗相當豐富，掌握課堂的方式也很有效率，全

班的學生都相當專心的參與課程。而且教師很了解每位學生的個性特質，

利用各學生的優點使班上的同學們能夠更團結起來。 

2.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南美洲、東南亞的學生很敢開口講話，班上學生的程度都相當

好，也會互相幫忙，參與課程的態度都很認真，每個人對自己的語言能力

相當有自信。對於分組討論，日籍學生較易發表自己的想法及意見，不管

自己的意見與他人不同，他們皆可表達出來。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中日翻譯入門課 

2.丙 T4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23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 a.中日翻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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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台日混血的學生看起來很有自信，主動創造熱鬧的氣氛，在同

學面前表演也完全不畏縮，有的日籍學生可能因準備不足而一直看稿件，

故自信與學習表現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一)課程概況: 

1.課程名稱: 聽力訓練課 

2.教師:丙 T5授課教師 

3.學生人數:2位日籍學生 

4.教學活動:a.暖身活動 b.聽故事 

(二) 課堂因素: 

1.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從班上的氣氛來看，坐在前面的日籍學生很願意主動發言，也

不怕被教師點名，積極參與課程。相反的，坐在後面的日籍學生較傾向於

避免主動發言，通常當教師點學生表達意見時，習慣低頭往下看且迴避與

教師接觸眼神，傾向於專注看課本、做筆記。 

2.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當教師提問「現代年輕人對結婚的看法」、「每個國家得面對

的婚姻問題」等婚姻與私人有關的話題時，班上的日籍學生保持沉默，不

表達意見。這可能是日籍學生認為這是私人的事情，而不好意思表被其他

同學聽到自己對婚姻的看法或不願代表自己的國家發表意見。 

3.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教師點一位日籍學生發表意見時，其日籍學生只開口說了一句

就當場被韓籍學生打斷話題了，發言權移到其他學生後，其日籍學生後來

沒有意願奪回發言權繼續講話，來自韓國、東南亞國家的學生都很主動參

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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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觀摩結果觀摩結果觀摩結果觀摩結果 

    關於課室錄影觀課記錄的分析結果，甲校的學生上課的課程模式為班

上5位日本學生的單一班，而華語教師為台灣籍的教師。丙校的課程模式，

大部分的課程班上皆有 20 到 30 位同學，且為來自不同國籍的學生一起上

課的混合班，因此這兩校的日籍學生在三個層面的表現都稍微不同。 

    「個人因素」的角度來看，日籍學生相當在意自己的發音是否正確，

且其心理不安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態度及自信。對發音的不確定性，導致日

籍學生在課堂上常常停頓、上台報告或表演時習慣低頭，時常出現希望教

師救援的動作。丙校的日籍學生上的幾乎都是大班課，來自不同國籍的學

生一起上課，因此班上的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起來，可看到日本

學生的確乖巧安靜、避免主動發言，他們在大班課裡不願受到注目。研究

者觀察到不想受到注目、不太願意發言的同學傾向於坐在教室的後面，教

師找同學發言時，常低頭避免與教師接觸眼神。 

對於「師生互動」，研究者透過課室錄影觀課記錄發現，只要教師以

適當的言語鼓勵學生，給予他們適當的機會發言、安排他們喜歡的活動，

即能夠增加他們在語言學習上的自信。有些教師常利用休息、下課後的時

間主動與學生互動，聆聽他們的煩惱，這樣的方式看來可使學生有空間透

露他們心理上的意見或想法。有些日籍學生不希望教師針對個人在課堂上

讚揚，這樣的方式可能導致部份日籍學生感到相當大的壓力，或者擔心被

其他同學聽到之後被排斥等，故利用休息、下課時間讚揚學生，學生可放

心的接受其鼓勵，這是一種減輕日籍學生之壓力的辦法。 

對於「同儕互動」，因甲校的日籍學生上的小班課(各班只有 5 名學

生)的關係，師生關係變得較密切，而能夠創造輕鬆的學習氣氛。班上的

同學慢慢變熟悉之後，對上台報告也不會露出不積極的態度，若遇到什麼

問題，學生較敢開口問教師問題、同學之間也會互相幫忙等，在兩個禮拜

的觀察期間，研究者可看到學生的學習態度變得更積極，對自己變得有自

信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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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問卷資料分析結果問卷資料分析結果問卷資料分析結果問卷資料分析結果 

本節以三校整體的問卷結果，一同探討日籍學生在三個課堂因素上的

表現。每個課堂因素 (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的題目各 15 題、

核心課堂因素之課堂影響因素題目各有 2 到 6 題來算出平均數及標準差。 

一一一一、、、、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1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背景背景背景背景變項變項變項變項+三校全體三校全體三校全體三校全體+課堂因素課堂因素課堂因素課堂因素 

此部分的分析是以個人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包含性別、年齡、程度、

留學經驗、使用華語頻率等，探討三間學校在課堂因素的整體表現。採用

描述統計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表示之，每張表格中包含自變項在課堂因素整

體以及其因素內各題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四-1性別+三校全體+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男性(N=52) 

M(SD) 

女性(N=103) 

M(SD) 

總和(N=155) 

M(SD) 

  個人因素 2.51 (0.47) 2.63 (0.41) 2.59 (0.47) 

  師生互動 3.30 (0.40) 3.38 (0.43) 3.35 (0.42) 

  同儕互動 2.81 (0.62) 2.88 (0.47) 2.86 (0.53) 

 

    關於｢性別｣與問卷裡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之間

的差異， 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的部分，女性>男性，對於「師

生互動」女性>男性，於「同儕互動」女性>男性，所以女性同時在｢個人

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的平均表現皆大於男性。 

表 四-2 年齡+三校全體+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2 0歲以下 

  (N=26) 

  M(SD) 

 21-25歲 

 (N=48) 

 M(SD) 

 26-30歲 

 (N=30) 

 M(SD) 

 31歲以上 

  (N=51) 

  M(SD) 

  總和 

  (N=155) 

  M(SD) 

個人因素  2.57 (0.47) 2.71 (0.46) 2.47 (0.44) 2.54 (0.47) 2.59 (0.47) 

師生互動 3.28 (0.45) 3.42 (0.41) 3.42 (0.41) 3.29 (0.42) 3.35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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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動 2.95 (0.60) 3.03 (0.55) 2.73 (0.55) 2.72 (0.40) 2.86 (0.53) 

 

    本論文將學生的年齡範圍設定如下;年齡 20 歲以下、21-25歲、26-30

歲、31歲以上。由其結果來看，於｢個人因素｣顯出 21-25歲>20歲以下>31

歲以上>26-30歲，對於「師生互動」顯出 21-25歲>26-30歲>31歲以上>20

歲以下，對於「同儕互動」顯出 21-25歲>20歲以下>26-30歲>31歲以上。

歸納而論，21-25 歲的學生，是在「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

互動」較高。26-30歲的學生之數據資料則趨中。31歲以上的學生，他們

在課堂因素的數據資料普遍較低於其他程度的學生。 

 

表 四-3 程度+三校全體+課堂因素之結果 

 
    各題 

    平均 

課堂因素            

初級 

(N=40) 

M(SD) 

初中級 

(N=37) 

M(SD) 

中級 

(N=45) 

M(SD) 

中高級 

(N=19) 

M(SD) 

高級 

(N=14) 

M(SD) 

總和 

(N=155) 

M(SD) 

個人因素 2.53 (0.43) 2.56 (0.53) 2.62 (0.47) 2.59 (0.35) 2.69 (0.54) 2.59 (0.47) 

師生互動 3.38 (0.47) 3.30 (0.40) 3.30 (0.44) 3.36 (0.46) 3.61 (0.41) 3.35 (0.42) 

同儕互動 2.84 (0.56) 2.87 (0.55) 2.90 (0.50) 2.67 (0.53) 2.99 (0.45) 2.86 (0.53) 

 

本論文設定的程度範圍如下: 初級、初中級、中級、中高級、高級的

學生。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顯示高級>中級>中高級>初中級>

初級，對於「師生互動」高級>初級>中高級>初中級>中級，於「同儕互動」

高級>中級>初中級>初級>中高級。承上可知，高級程度的學生，是在「個

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較高。初中級的學生之數據資料

則趨中。初級程度的學生，他們在課堂因素的數據資料普遍較低於其他程

度的學生。 

表 四-4 留學經驗+三校全體+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有留學經驗(N=52) 

M(SD) 

 無留學經驗(N=103) 

M(SD) 

總和(N=155) 

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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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因素 2.56 (0.44) 2.60 (0.48) 2.59 (0.47) 

  師生互動 3.43 (0.38) 3.32 (0.44) 3.35 (0.42) 

  同儕互動 2.84 (0.51) 2.86 (0.54) 2.86 (0.53) 

 

    本論文設定的留學經驗範圍如下:來台之前有過曾經到其他國家留學

的經驗，大部分的受試者曾經到歐美國家(美國、英國、德國等等)留學，

另外為第一次出國留學為台灣的學生。由其結果來看，於｢個人因素｣顯示，

有留學經驗>無留學經驗，「師生互動」無留學經驗>有留學經驗，於｢同

儕互動｣無留學經驗>有留學經驗，則無留學經驗的學生對｢個人因素｣較低，

對「師生互動」、｢同儕互動｣較高。 

表 四-5 使用華語頻率+三校全體+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在家使用(N=34) 

M(SD) 

 在家無使用(N=121) 

M(SD) 

總和(N=155) 

M(SD) 

 個人因素 2.53 (0.42) 2.60 (0.48) 2.59 (0.47) 

 師生互動 3.40 (0.42) 3.34 (0.42) 3.35 (0.42) 

 同儕互動 2.77 (0.48) 2.88 (0.54) 3.26 (0.53) 

 

本論文設定的使用華語頻率範圍如下:在家裡使用華語的人，例如，包

括他本身是華僑背景的人及在家裡與室友或房東使用華語的人，另外為在

家裡不使用華語的人。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顯示在家無使用

華語的人>在家使用華語的人，「師生互動」在家使用華語的人>在家無使

用華語的人，「同儕互動」顯示在家無使用華語的人>在家使用華語的人。

整體而論，在家無使用華語的學生在「個人因素」、「同儕互動」較高。

在家使用華語的學生對「師生互動」較高。 

二二二二、、、、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2 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因素因素因素因素＋＋＋＋分三校分三校分三校分三校＋＋＋＋課堂因素課堂因素課堂因素課堂因素 

此部分的分析是以個人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包含性別、年齡、程度、

留學經驗、使用華語頻率等，探討各校在三個課堂因素的整體表現。採用

描述統計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表示之，每張表格中包含自變項在各課堂因素

內各題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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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甲校甲校甲校甲校 

表 四-6 性別+甲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男性(N=11) 

M(SD) 

女性(N=14) 

M(SD) 

總和(N=25) 

M(SD) 

 個人因素 2.64 (0.37) 2.65 (0.29) 2.65 (0.32) 

 師生互動 3.36 (0.47) 3.26 (0.50) 3.27 (0.48) 

 同儕互動 2.98 (0.64) 3.07 (0.42) 3.03 (0.52) 

     

   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的部分，女性>男性，對於「師生互動」

男性>女性，於「同儕互動」女性>男性。所以女性同時在｢個人因素｣及「同

儕互動」的平均表現大於男性。 

 

表 四-7 年齡+甲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各題平均 

  課堂因素            

2 0歲以下(N=13) 

   M(SD) 

 21-25歲(N=12) 

    M(SD) 

 總和(N=25) 

   M(SD) 

 個人因素   2.56 (0.30)  2.74 (0.32)  2.65 (0.32) 

 師生互動   3.20 (0.45)  3.42 (0.50)  3.31 (0.48) 

 同儕互動   2.96 (0.54)  3.11 (0.51)  3.03 (0.52) 

 

甲校的學生年齡範圍為 20歲以下與 21-25歲之間，因而上表只出現兩

組。由其結果來看，於｢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中顯示

20 歲以下>21-25歲，20 歲以下的學生在三個課堂因素大於 21-25歲。即

不同年齡的甲校學生，年齡較輕的在學習時，在三個課堂因素的數據都比

年齡較長的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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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8 程度+甲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初級 

  (N=10) 

  M(SD) 

  初中級 

  (N=7) 

  M(SD) 

  中級 

  (N=7) 

  M(SD) 

 中高級 

  (N=1) 

  M(SD) 

  總和 

 (N=25) 

 M(SD) 

個人因素  2.73 (0.32)  2.50 (0.22)  2.69 (0.41)  2.53 (0.00) 2.65 (0.06) 

師生互動  3.41 (0.51)  3.36 (0.32)  3.18 (0.59)  2.80 (0.00) 3.31 (0.48) 

同儕互動  2.99 (0.55)  3.10 (0.39) 3 .04 (0.68)  2.67 (0.00) 3.03 (0.52) 

 

甲校學生其中未有高級程度的學生，因而省略。由其結果來看，關於

｢個人因素｣的部分，其平均數比較結果為初級>中級>中高級>初中級，對

於「師生互動」其平均數比較結果為「同儕互動」為初級>初中級>中級>

中高級，於「同儕互動」其平均數比較結果為初中級>中級>初級>中高級。

總而述之，程度為初級的學生，則是在個人因素與對師生互動較高，在同

儕互動則較低。程度中級的學生之數據資料則趨中。程度中高級的學生，

他們在課堂因素的數據資料普遍較低於其他程度的學生。大體來看，初級

的學生相較於其他程度的學生，在多數的層面上，數據較高。 

 

表 四-9 留學經驗+甲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有留學經驗(N=7) 

M(SD) 

無留學經驗(N=18) 

M(SD) 

總和(N=25) 

M(SD) 

 個人因素 2.82 (0.17) 2.58 (0.34) 2.65 (0.32) 

 師生互動 3.43 (0.33) 3.26 (0.53) 3.31 (0.48) 

 同儕互動 2.92 (0.37) 3.07 (0.57) 3.03 (0.52) 

 

由其結果來看，於｢個人因素｣與「師生互動」有留學經驗>無留學經

驗，於｢同儕互動｣無留學經驗>有留學經驗，則有過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

的學生於｢個人因素｣與「師生互動」較高，於「同儕互動」較低。第一次

出國留學為台灣的學生之調查結果則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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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乙校乙校乙校乙校 

表 四-10 性別+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男性(N=33) 

M(SD) 

女性(N=57) 

M(SD) 

總和(N=90) 

M(SD) 

  個人因素 2.40 (0.50) 2.43 (0.40) 2.42 (0.44) 

  師生互動 3.27 (0.37) 3.46 (0.49) 3.39 (0.46) 

  同儕互動 2.85 (0.70) 2.73 (0.46) 2.77 (0.56) 

 

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的部分女性>男性，對於「師生互動」

女性>男性，於「同儕互動」男性>女性，則女性對｢個人因素｣與「師生互

動」較高，男性對「同儕互動」較高。即乙校的女學生，他們比男性數據

較高。 

表 四-11 年齡+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2 0歲以下 

  (N=8) 

  M(SD) 

 21-25歲 

 (N=24) 

 M(SD) 

 26-30歲 

 (N=21) 

 M(SD) 

31歲以上 

  (N=37) 

 M(SD) 

  總和 

  (N=90) 

  M(SD) 

個人因素  2.29 (0.50)  2.49 (0.35) 2.35 (0.39)  2.45 (0.51) 2.42 (0.44) 

師生互動  3.49 (0.47)  3.48 (0.49) 3.48 (0.40)  3.27 (0.46) 3.40 (0.46) 

同儕互動  2.95 (0.79)  3.28 (0.53) 2.84 (0.49)  2.88 (0.57) 3.00 (0.56) 

 

由其結果來看，於｢個人因素｣顯出 21-25歲>31歲以上>26-30歲>20

歲以下，對於「師生互動」顯出 20歲以下>21-25歲>26-30歲>31歲以上，

對於「同儕互動」顯出 20歲以下>21-25歲>31歲以上>26-30歲，是故，

20歲以下的學生，在「個人因素」較低，而「師生互動」、「同儕互動」

較高。31歲以上的學生之數據資料則趨中。26-30歲的學生，他們在三個

課堂因素中的數據資料普遍較低於其他程度的學生。即乙校年紀較輕的學

生，他們在多數的學習層面數據皆較高。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129- 

表 四-12 程度+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的部分初中級>中級>中高級>高級>

初級，對於「師生互動」高級>初級>中高級>中級>初中級，於「同儕互動」

初中級>高級>中級>初級>中高級。歸結而論，程度初中級的學生，對「個

人因素」、「同儕互動」較高，對「師生互動」較低。程度中級、中高級

的學生之數據資料則趨中。程度初級的學生，他們在三個層面的數據資料

普遍較低於其他程度的學生。 

 

表 四-13 留學經驗+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有留學經驗(N=33) 

M(SD) 

無留學經驗(N=57) 

M(SD) 

總和(N=90) 

M(SD) 

個人因素 2.47 (0.53) 2.40 (0.38) 2.42 (0.44) 

師生互動 3.49 (0.50) 3.34 (0.43) 3.39 (0.46) 

同儕互動 2.88 (0.62) 2.71 (0.52) 3.00 (0.56) 

 

由其結果來看，於｢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皆為有留

學經驗>無留學經驗，故有留學經驗的學生在三個課堂因素高於無留學經

驗的學生。 

 

  個題 
平均 

 

課堂因素            

初級 

(N=25) 

M(SD) 

初中級 

(N=23) 

M(SD) 

中級 

(N=25) 

M(SD) 

中高級 

(N=10) 

M(SD) 

高級 

(N=7) 

M(SD) 

總和 

(N=90) 

M(SD) 

個人因素 2.33 (0.33) 2.48 (0.55) 2.47 (0.49) 2.44 (0.33) 2.36 (0.36) 2.42 (0.44) 

師生互動 3.44 (0.49) 3.33 (0.41) 3.37 (0.45) 3.37 (0.55) 3.55 (0.48) 3.39 (0.46) 

同儕互動 2.73 (0.56) 2.88 (0.73) 2.77 (0.48) 2.62 (0.45) 2.79 (0.38) 2.77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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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4 使用華語頻率+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在家使用(N=24) 

M(SD) 

在家無使用(N=66) 

M(SD) 

總和(N=90) 

M(SD) 

 個人因素 2.38 (0.38) 2.44 (0.46) 2.42 (0.44) 

 師生互動 3.37 (0.42) 3.40 (0.48) 3.40 (0.46) 

 同儕互動    2.66 (0.47) 2.82 (0.59) 2.77 (0.56) 

 

關於｢在家裡是否使用華語｣與問卷裡的三個課堂因素 (個人因素、師

生互動、同儕互動)的關係，其範圍為在家裡使用華語的人，另外為在家裡

無使用華語的人。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

儕互動」皆為在家裡無使用華語的人>在家裡使用華語的人，在家無使用

華語的學生在三個層面高於在家使用華語的人。 

(三三三三)丙校丙校丙校丙校 

表 四-15 性別+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男性(N=8) 

M(SD) 

女性(N=32) 

M(SD) 

總和(N=40) 

M(SD) 

 個人因素 2.99 (0.50) 2.96 (0.44) 2.97 (0.45) 

 師生互動 3.43 (0.52) 3.34 (0.35) 3.36 (0.38) 

 同儕互動 2.73 (0.74) 3.07 (0.43) 3.00 (0.51) 

 

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男性>女性，對於「師生互動」男性>

女性，於「同儕互動」女性>男性，則男性對｢個人因素｣、「師生互動」

較高，對「同儕互動」較低，女性則反之。 

表 四-16 年齡+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各題平均 

課堂因素            

 2 0歲以下 

  (N=5) 

  M(SD) 

 21-25歲 

 (N=12) 

 M(SD) 

 26-30歲 

 (N=9) 

 M(SD) 

31歲以上 

  (N=14) 

 M(SD) 

  總和 

  (N=40) 

  M(SD) 

個人因素  3.07 (0.42)  3.14 (0.54)  2.75 (0.42)  2.92 (0.34)  2.9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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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互動  3.16 (0.40)  3.44 (0.41)  3.27 (0.40)  3.41 (0.35)  3.36 (0.38) 

同儕互動  2.95 (0.56)  3.28 (0.51)  2.84 (0.70)  2.88 (0.27)  3.00 (0.51) 

 

      結果表示: 於｢個人因素｣顯出 21-25歲>20歲以下>31歲以上>26-30

歲，對於「師生互動」21-25歲>31歲以上>26-30歲>20歲以下，對於「同

儕互動」21-25歲>20歲以下>31歲以上>26-30歲。歸結而論，21-25歲的

學生，是在「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皆較高。31歲以

上歲的學生之數據資料則趨中。26-30歲的學生，他們在課堂因素的數據

資料普遍低於其他年齡層的學生。 

 

表 四-17 程度+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顯示初級>初中級>高級>中級>中高級，

對於「師生互動」高級>中高級>初級>初中級>中級，於「同儕互動」高級

>初級>中級>初中級>中高級。歸結而論，高級程度的學生，在「師生互動」、

「同儕互動」較高，在「個人因素」較低。初中級的學生之數據資料則趨

中。中高級程度的學生，他們在課堂因素中的數據資料普遍較低於其他程

度的學生。  

表 四-18 留學經驗+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有留學經驗(N=12) 

M(SD) 

 無留學經驗(N=28) 

M(SD) 

總和(N=40) 

M(SD) 

     個題 

     平均 

課堂因素           

初級 

(N=4) 

M(SD) 

初中級 

(N=7) 

M(SD) 

中級 

(N=14) 

M(SD) 

中高級 

(N=8) 

M(SD) 

高級 

(N=7) 

M(SD) 

總和 

(N=40) 

M(SD) 

個人因素 3.17 (0.49) 3.15 (0.65) 2.90 (0.35) 2.78 (0.31) 3.09 (0.50) 2.97 (0.45) 

師生互動 3.25 (0.36) 3.25 (0.54) 3.25 (0.29) 3.43 (0.32) 3.68 (0.35) 3.36 (0.35) 

同儕互動 3.10 (0.56) 2.99 (0.57) 3.06 (0.39) 2.70 (0.66) 3.19 (0.45) 3.00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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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因素 2.77 (0.41) 3.05 (0.44) 2.97 (0.45) 

 師生互動  3.46 (0.40) 3.31 (0.37) 3.36 (0.38) 

 同儕互動 3.00 (0.63) 3.00 (0.47) 3.00 (0.47) 

 

由其結果來看，於｢個人因素｣無留學經驗>有留學經驗，於「師生互

動」有留學經驗>無留學經驗，於｢同儕互動｣無留學經驗=有留學經驗，其

平均數為 45.00而未顯出差異，則有過留學經驗的學生與無留學經驗的學

生之間未有差別。 

表 四-19 使用華語頻率+丙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個題平均 

  課堂因素           

在家使用(N=10) 

M(SD) 

在家無使用(N=30) 

M(SD) 

總和(N=40) 

M(SD) 

 個人因素 2.87 (0.32) 3.00 (0.48) 2.97 (0.45) 

 師生互動 3.47 (0.43) 3.32 (0.37) 3.36 (0.38) 

 同儕互動 3.05 (0.40) 2.98 (0.55) 3.00 (0.51) 

 

由其結果來看，關於「個人因素」在家無使用華語的人>在家使用華

語的人，對於「師生互動」在家使用華語的人>在家無使用華語的人，對

於「同儕互動」在家使用華語的人>在家無使用華語的人。在家使用華語

的學生對「師生互動」、「同儕互動」較高，對「個人因素」較低。在家

無使用華語的學生之數據則反之。 

三三三三、、、、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3 分分分分三校三校三校三校＋＋＋＋課堂影響因素課堂影響因素課堂影響因素課堂影響因素 

此部分的分析是探討三間學校在課堂因素中課堂影響因素的整體表

現，其中「個人因素」的課堂影響因素包含「對學華語的興趣」、「使用

華語上的焦慮不安」、「課堂上的自我表現」及「對學華語的積極態度」；

「師生互動」的課堂影響因素包含「教師的特色」、「教師專業態度」及

「師生親密關係」;「同儕互動」包含「課室同儕友善氣氛」、「同儕關

係」及「順從他人」。亦採用描述統計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表示之，每張表

格中包含課堂因素中課堂影響因素的各題平均數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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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0 三校+個人因素課堂影響因素之結果    

  

 

整體來看，使用華語上的焦慮不安>對學華語的積極態度>對學習華語

的興趣>自我表現，「使用華語上的焦慮不安」之平均數最高，「自我表

現」為最低。分校來看，至於「對學習華語的興趣」、「使用華語上的焦

慮不安」、「自我表現」，在這三個層面顯示丙校最高，對於「對學華語

的積極態度」顯示甲校最高。 

 

表 四-21 三校+師生互動課堂影響因素之結果 

 

 

 

 

 

 

    由其結果顯示，教師專業態度>教師的特色>師生親密關係，故「教師

專業態度」高於其他兩個課堂影響因素，「師生親密關係」為最低。這表

示日本學生注重教師在課堂上展示專業的態度來教導學生，且傾向與教師

保持距離。分校來看，「教師的特色」、「教師專業態度」顯示乙校最高，

各題平均 
 

課堂影響因素            

甲校 

(N=25) 

M(SD) 

乙校 

(N=90) 

M(SD) 

丙校 

(N=40) 

M(SD) 

總和 

(N=155) 

M(SD) 

對學華語的興趣  3.50 (0.50)  2.24 (0.41)  3.58 (0.87)   2.79 (0.87) 

使用華語上的焦慮不安  2.64 (0.91)  3.54 (0.73)  3.64 (1.18)   3.42 (0.95) 

 課堂上的自我表現  2.81 (0.53)  2.31 (0.62)  2.83 (0.85)   2.53 (0.71) 

 對學華語的積極態度  3.49 (0.49)  2.84 (0.47)  3.00 (0.74)   2.99 (0.60) 

   個題平均 
 

課堂影響因素           

  甲校 

(N=25) 

M(SD) 

乙校 

(N=90) 

M(SD) 

丙校 

(N=40) 

M(SD) 

總和 

(N=155) 

M(SD) 

教師的特色  3.26 (0.50)  3.59 (0.49)  3.53 (0.61)  3.52 (0.53) 

教師專業態度  3.29 (0.45)  3.40 (0.52)  3.39 (0.45)  3.38 (0.49) 

師生親密關係  3.04 (0.63)  2.99 (0.80)  3.04 (0.48)  3.01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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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親密關係」顯示甲校、丙校一樣高。 

表 四-22 三校+同儕互動課堂影響因素之結果 

    

 

 

 

 

     

由其結果顯示，順從他人 >課室友善氣氛>同儕關係，「順從他人」

高於其他兩個課堂影響因素，而「同儕關係」為最低。分校來看，於「課

室友善氣氛」、「同儕關係」、「順從他人」皆顯示丙校最高。 

四四四四、、、、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4 分三校分三校分三校分三校+課堂因素課堂因素課堂因素課堂因素 

此部分的分析是探討三間學校在三個課堂因素的整體表現，採用描述

統計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表示之，每張表格中包含各課堂因素的各題平均數

與標準差。 

表 四-23 三校+課堂因素之結果 

 

 

 

 

 

 

關於｢三校比較｣與問卷裡的三個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

   個題平均 
 

 課堂影響 

 因素            

甲校 

 (N=25) 

M(SD) 

乙校 

(N=90) 

M(SD) 

丙校 

(N=40) 

M(SD) 

總和 

(N=155) 

M(SD) 

課室友善氣氛 2.64 (0.75) 2.65 (0.62) 2.67 (0.52)  2.60 (0.67) 

同儕關係 2.20 (0.59) 2.11 (0.76) 2.48 (0.69)  2.22 (0.49) 

順從他人 3.29 (0.61) 2.66 (0.70) 3.13 (0.80)  2.88 (0.74) 

三校 
 

 課堂因素            

   甲校 

 (N=25) 

  M(SD) 

乙校 

(N=90) 

M(SD) 

丙校 

(N=40) 

M(SD) 

總和 

(N=155) 

M(SD) 

 個人因素  2.63 (0.32)  2.40 (0.40)   2.97 (6.45)   2.59 (0.47) 

 教師互動  3.29 (0.48)  3.37 (0.42)   3.36 (0.38)   3.35 (0.42) 

 同儕互動  3.01 (0.52)  2.75 (0.52)   3.00 (0.51)   2.86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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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之間的關係，由其結果來看，於「個人因素」丙校>甲校>乙校，丙

校的學生最高。於「師生互動」乙校>丙校>甲校，乙校的學生最高。於「同

儕互動」甲校>丙校>乙校，甲校的學生最高。 

五五五五、、、、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5 單獨專題分析單獨專題分析單獨專題分析單獨專題分析(共共共共 4 題題題題)  

此部分分析三個課堂因素中各一題的單獨專題結果，其中「個人因素」

的單獨專題是「影響自我表現之負面因素」;「師生互動」的單獨專題是

「在語言學習上對教師的期望」；「同儕互動」的單獨專題是「喜歡的課

堂類型」。採用描述統計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表示之，每張表格中包含各校

在各單獨專題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一一一一)影響自我表現之影響自我表現之影響自我表現之影響自我表現之負面因素負面因素負面因素負面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表 四-24單獨專題 2-6之結果 

 

    關於｢個人因素｣的單獨討論題一｢負面氣氛是否影響到語言學習及自

我表現｣，分析這一題與三校共155位日本學生之間的關係，平均數為3.65。

由其結果來看，這代表勾選｢會受到影響｣的人是最多，即超過半數，分校

來看，甲校的學生認為課堂上的負面氣氛影響到他們的學習表現最多。 

 

 

 

 

三校 
 

 單獨專題 2-6            

甲校 

(N=25) 

M(SD) 

乙校 

(N=90) 

M(SD) 

丙校 

(N=40) 

M(SD) 

總和 

(N=155) 

M(SD) 

負面因素影響到語言學習? 3.88(.93) 3.62(1.25)  3.58(1.11)  3.6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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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5單獨專題 2-62之結果 

     學校 

  專題討論2-62 

三所學校有效問卷      平均數(標準差) 

易受到負面因素的學習氣氛(複選題) 155      2.41% (1.14%) 

1.沒有活力的學習氣氛 106     27% (27.2%) 

2.緊迫的學習氣氛 89    23% (22.8%) 

  3.無趣的學習環境 107     28% (27.5%) 

  4.其他 83    21% (21.3%) 

  總和 389  

 

關於｢個人因素｣的單獨討論題 2-62｢何種學習氣氛是否影響到學習｣

的部分，這複選題與單獨討論題 2-6｢負面氣氛是否影響到語言學習及自我

表現｣有關聯的，而同樣分析這一題與三校共 155個日籍學生之間的關係。

百分比的結果來看，第一個選項為 27%、第二個選項為 23 %、第三選項高

達 28%、第四個選項為 21%，因此勾選｢無趣的學習氣氛｣的人是最多。 

研究者設計「2-62 易受到負面因素的學習氣氛」複選題中的「其他」

時，受試者若要選「其他」，請他們填其意見，如下表格則是受試者提供

的寶貴意見。如下表： 

表 四-26單獨專題 2-62「其他」之結果 

其他:影響到受試者的語言學習之負面因素 

1.班上有不認真的同學 14.教師壓抑學生 

2.沒有笑容的課堂 15.教師對學生較冷淡 

3.吵鬧的課堂環境 16.班上有同學欺負其他同學 

4.班上有不遵守規矩的同學 17.全班的學習態度不積極 

5.同學的個性 18.不許學生犯錯的課堂氣氛 

6.班上有沒有預習、複習的同學 19.不許學生隨時提問的課堂氣氛 

7.同學常遲到或缺席 20.不自在、不舒適的課堂氣氛 

8.教師常生氣 21.過度輕鬆的學習氣氛 

9.很沉默的課堂氣氛 22.班上的同學皆保持沉默 

10.缺乏刺激的課堂氣氛 23.與教師易發生衝突 

11.同學之間的關係不良 24.同學對教師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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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教師缺乏創意 25.同學沒有參與課堂 

13.教師不嚴格  

(二二二二)在語言學習上對教師的期望在語言學習上對教師的期望在語言學習上對教師的期望在語言學習上對教師的期望(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 

表 四-27單獨專題 3-1之結果 

 

    於｢師生互動｣的單獨討論題一｢您認為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教師扮演

的角色很重要，故對教師的期望很高｣，分析這一題與三校共 155 個日籍

學生之間的關係。平均數為 3.24，由其結果來看，三校學生對教師期望呈

現中上的需求程度，即大部分的受試者認為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教師扮演

的角色有一定的重要性與依賴度，其中可看出甲校的學生對教師的依賴性

最高。 

(三三三三)喜歡的課堂類型喜歡的課堂類型喜歡的課堂類型喜歡的課堂類型(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 

表 四-28 單獨專題 4-1及 4-15之結果 

 

    關於｢同儕互動｣的單獨討論題｢您認為個人班或小班比大班課效率高

三校 
 

單獨專題 3-1          

甲校 

(N=25) 

M(SD) 

乙校 

(N=90) 

M(SD) 

丙校 

(N=40) 

M(SD) 

總和 

(N=155) 

M(SD) 

教師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 4.12(1.01) 2.73(1.17) 3.83(.90)  3.24(1.23) 

三校 
 

單獨專題4-1及4-15           

甲校 

 (N=25) 

M(SD) 

乙校 

(N=90) 

M(SD) 

丙校 

(N=40) 

M(SD) 

總和 

(N=155) 

M(SD) 

個人班或小班比大班更有效率 3.76(1.01) 2.98(1.18) 3.25(1.15)  3.17(1.17) 

同學帶給學習良好的影響 3.96(.79) 4.23(.87) 3.68(1.09)  4.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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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班上其他同學的存在對語言學習帶給良好的影響｣之間的相關度，且

分析這一題與三校共 155 個日籍學生之間的關係。結果表示：｢您認為個

人班或小班比大班課效率高｣的平均數為 3.17，分校來看，甲校的學生認

為個人班或小班模式對語言學習最有幫助。除此之外，｢班上其他同學的

存在對語言學習帶給良好的影響｣的平均數為 4.05，分校來看，乙校的學

生最認為同學帶給語言學習良好的刺激效果。 

六六六六、、、、問卷問卷問卷問卷結果結果結果結果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關於問卷分析結果，在三個層面(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中

「師生互動」的數字顯示最高，接著「同儕互動」、「個人因素」。這表

示，日籍學生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最注重與華語教師的互動，也重視自己

與華語教師對學生採取的教學策略是否適當，師生之間的距離關係是否保

持良好的距離等，其結果與師生互動之單獨專題 3-1 的結果符合，一半以

上的受試者認為教師在語言學習中的角色很重要。關於「同儕互動」，不

少日籍學生認為「一對一或小班比大班有效率」，卻同時認為同儕互動帶

來語言學習的效果更好，故甚重視透過華語與同學交流。至於「個人因素」，

雖半數以上的日籍學生很在意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可看到對自己沒有自

信的傾向，不過就比率來看，日籍學生更重視與「師生互動」、「同儕互

動」，因此日籍學生認為若師生、同儕之間保持良好的關係，他們在課堂

上的表現也會隨著改變，對外在課堂因素(教師、同學)的依賴甚高。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節節節節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中非結構問題的中非結構問題的中非結構問題的中非結構問題的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章第四節為「問卷中非結構問題」，研究者於問卷的最後面設計了

自由開放式之問題，請受試者分享與研究者所設計的問卷有關的經驗或看

法，不只跟華語課程有關係的，透過其他語言學習的過程、與其他國家的

學生交流的經驗中感受到的事情等，請受試者自由分享意見。設計開放式

問題的目的為研究除了問卷內限定的 45 題，更擴大日本學生優於以書寫

的方式表達意見的優勢，可收集相當大量的資源以及沒有限制的想法，且

填寫問卷沒有時間的限制，研究者認為採用其方式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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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個體的看法及需求。 

一一一一、、、、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一一一一)日本人的性格特質日本人的性格特質日本人的性格特質日本人的性格特質阻礙到語言學習阻礙到語言學習阻礙到語言學習阻礙到語言學習    

    問卷中不少日籍學生提到自己在課堂上不太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有些

日籍學生重視「盡量與他人和諧，自己不要太突出」，且不管人在國內、

國外學習，傾向於與自己國家的人聚在一起，這些行為皆會干擾到他們獨

立學習。另外，有些日籍學生認為日本的教育模式養成被動的學生，不習

慣思考事情且與同學分享，看到表現很好、積極參與課程的同學，自己反

而會變得膽怯、易緊張，無法好好表現自己的能力。  

(二二二二)個人背景因素對語言學習的影響個人背景因素對語言學習的影響個人背景因素對語言學習的影響個人背景因素對語言學習的影響    

    有的日籍學生認為年齡、留學經驗對語言學習的影響相當大，年紀大

的人他們的社會經驗豐富，在課堂上較不怕與他人互動，也較不易受到打

擊。另外，曾經有到過國外留學經驗的學生，他們學習另外一種外語時，

不易感到壓力，因自己是過來人，較了解如何在課堂上放鬆的學習、變得

不怕犯錯。 

(三三三三)英語英語英語英語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影響到個人的表現影響到個人的表現影響到個人的表現影響到個人的表現    

    不少日籍學生提到「學習英語的挫折」影響到他們後續的語言學習，

尤其是來台學習華語的日籍學生，他們在課堂上深深感受到「會說英語的

重要性」，因台籍華語教師與外籍同學在初級階段溝通時，不少外籍同學

習慣透過英語提問，教師也不得不或多或少使用英語解釋，加上有些課文

也是用英語解釋的，在如此學習環境下，對不太會說英語的日籍學生而言，

除了學習華語的壓力，仍得應付理解英語，此壓力相當大，然後部分日籍

學生對英語的恐懼愈來愈龐大，最後漸漸失去對學華語的興趣。 於是，

除了休息、下課時間之外，華語教師儘量創造全華語的環境，試著透過華

語與學生溝通，這樣能夠減輕學生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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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努力邁向自己所設定的目標努力邁向自己所設定的目標努力邁向自己所設定的目標努力邁向自己所設定的目標 

    學習態度相當認真的日籍學生，他們不時分析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如

何，不少日籍學生認為「日本人個性較封閉、很害羞」，而與其他國家的

學生在一起上課時，非常明顯看出日籍學生很安靜、沉默。他們相當了解

自己的表現，故想辦法擺脫自己的壞習慣，在課堂上努力表達自己的意見、

不怕犯錯，為了學會華語，從其他同學身上學習他們的優點，改進自己的

學習方式，勇敢的去爭取自己的學習權利。 

(五五五五)對教材和相關課程文件的日語版之需求對教材和相關課程文件的日語版之需求對教材和相關課程文件的日語版之需求對教材和相關課程文件的日語版之需求 

   不少來台日籍學生認為，在初級階段需母語的幫助，例如，課文、學

校的簡章大部分有英語翻譯版的，但有些日籍學生不善於英語且常常遇到

語言上的問題，故他們希望有了日語版的課文、簡章，對學習、辦事情會

更有幫助。 

(六六六六)與台灣人溝通上遇到的問題與台灣人溝通上遇到的問題與台灣人溝通上遇到的問題與台灣人溝通上遇到的問題    

除了上述問題，有的日籍學生對與當地人的溝通交際感到困擾，這可

能因為在學校認識的朋友大部分為日本人或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較少有

機會認識台灣人。因此，當有些日籍學生與當地人溝通時，對方會說標準

的華語，使他們感到額外的壓力，而不敢開口說華語。另外日本與台灣之

間的文化衝突也阻礙日籍學生與台灣人相處時的和諧。 

二二二二、、、、    師生師生師生師生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一一一一)教師需了解學生的教師需了解學生的教師需了解學生的教師需了解學生的性格特質性格特質性格特質性格特質及公平的對待學生及公平的對待學生及公平的對待學生及公平的對待學生    

    不少日籍學生提到「教師得公平的對待每位學生」，有些敏感的日籍

學生感覺到教師對學生的喜好、特別對某個國籍的學生很好等，這些教師

的行為易降低其他學生的學習意願。另外，有的教師在課堂上拿同學的特

色來舉例，此方式雖易讓學生了解情況，不過對有些學生而言，教師是在

歧視那位學生，故會使學生很傷心。因此教師盡量得避免針對個人提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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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見等情況。 

(二二二二)保持專業態度保持專業態度保持專業態度保持專業態度，，，，適當的適當的適當的適當的掌握課室氣氛掌握課室氣氛掌握課室氣氛掌握課室氣氛 

    不少日籍學生對教書態度非常專業、鼓勵學生的教師有相當的好感，

例如，準時上下課、聆聽學生的要求且應用到教書上等，不時觀察每位學

生的狀況而以言語鼓勵學生、多給學生發言機會等，日籍學生喜歡照顧且

周到的教師。另外，有些日籍學生注重教師適當的控制課堂，避免討論可

能發生衝突的話題，糾正的方式得謹慎，免得傷害學生的自尊性等，教師

得考慮如何創造並保持良好的學習環境。 

(三三三三)期期期期望教師望教師望教師望教師能能能能稍微了解學生的母語稍微了解學生的母語稍微了解學生的母語稍微了解學生的母語 

    不少日籍學生在初級階段希望教師會說學生的母語，學生的程度較低

時，在課堂上遇到太多不確定的事物，卻沒有能力解決每個問題，或有些

日籍學生會跳過不懂的問題，因此若教師稍微會說學生的母語，能夠減輕

他們在課堂上感到的壓力。 

(四四四四)避免在課堂上避免在課堂上避免在課堂上避免在課堂上過度過度過度過度使用英語使用英語使用英語使用英語    

    不少來台學習華語的學生認為「教師使用英語教導的比率相當高」，

學生對此感到困擾，例如，當學生提問一些問題時，有些教師用簡單的英

語來解釋，不過不一定所有的學生都聽得懂，故日籍學生感到「會說華語

前先要懂英語」，而壓力變得愈來愈大。因此，教師可透過肢體語言，或

放慢速度慢慢告訴學生是最公平的方法，有些日籍學生非常排斥英語，因

此教師需觀察每位學生理解的狀況，且調整在課堂上使用英語的比率。 

三三三三、、、、同儕同儕同儕同儕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一一一一)同儕對日籍學生在華語學習的正向影響同儕對日籍學生在華語學習的正向影響同儕對日籍學生在華語學習的正向影響同儕對日籍學生在華語學習的正向影響 

    許多日籍學生認為與同學交流互動帶來語言學習良好的學習效果，看

到其他同學努力學習華語、表現很好，日籍學生會努力趕上這些同學，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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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日籍學生認為一對一的學習很有效率，不用擔心在大家的面前犯錯而

丟臉，不過綜合來看，將表現很好的學生當作自己的模範，則可從同學的

身上學到不少事情。 

(二二二二)與日籍學生上課與日籍學生上課與日籍學生上課與日籍學生上課時所時所時所時所遇到的問題遇到的問題遇到的問題遇到的問題 

    不少日籍學生認為當自己學習語言時，班上的日籍學生愈少，對語言

學習愈有幫助，若班上有其他日籍學生，對對方客氣，或不想被其他日籍

學生用異樣的眼光看，因而常常不敢積極表現自己。雖然這麼說，有的日

籍學生認為與日籍學生一起上課較有利。例如，甲校的學生在日本習慣上

日本人單一班的語言課，周圍有日籍學生較放心，還有不懂的時候可問其

他日籍同學解決問題。尤其是乙校的學生提到，學校有相當多的日籍學生，

應該編組只有日籍學生的班級，可針對日籍學生的弱點加強學習，學習效

率變得更好。 

(三三三三)與外籍學生上課與外籍學生上課與外籍學生上課與外籍學生上課時所時所時所時所遇到的問題遇到的問題遇到的問題遇到的問題 

    不少日籍學生認為有時候與外籍同學相處會出現文化差距，尤其亞洲

國家的學生與歐美學生的邏輯思考方式大不相同，進行討論、表達意見時，

難免會遇到衝突、難以消化的問題。另外，有些積極參與課程或過度使用

英語的外籍學生給日籍學生相當大的壓力。雖與外籍同學一起上課會遇到

一些困擾，不過從他們身上學習表達意見的技巧、透過世界各地學生可得

知自己所不懂的各種知識，因此許多日籍學生認為來台學習就是不只學華

語，還能夠擴大自己的國際觀，並且在多元化環境可磨練自己。 

四四四四、、、、問卷問卷問卷問卷中非結構問題中非結構問題中非結構問題中非結構問題之之之之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首先，研究者統整受試者在非結構問卷的答題結果，綜述如下。「個

人因素」，不少日籍學生認為自己的個性害羞、容易怕犯錯，而在課堂上

的態度變得不積極，雖然如此，來台學習華語的學生，他們的學習動機相

當明確，積極去找台灣朋友、外國朋友提高自己的語言能力，努力達成自

己所想要的目標。對於平常在日本學習華語的同學，這次來台上短期的研

修班後，他們深深感受到「若要學習語言就不要覺得丟臉」，同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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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可轉化成良好的刺激壓力，而不是威脅自己的因素。 

對於「師生互動」，不少日籍學生認為華語教師在課堂上過度使用英

語，而造成他們在課堂上的壓力，導致進度落後等狀況。另外，日籍學生

注重教師以公平的態度對待每位學生，對於教師採取的言語行為，他們有

相當敏感的反應。 

關於「同儕互動」，與不同國籍的學生一起上的混合班，其環境使日

籍學生深深感受到文化、民族性之差異，而感到困惑，但他們認為從主動

積極的外國學生身上受到良好的刺激，學習他們並慢慢改變自己的學習態

度。反而，只有日籍學生的單一班，其環境使不少日籍學生感到不自在、

過度在意其他日籍學生對自己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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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本章依據三個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的研究架構，

統整訪談、課室觀察、問卷等資料，並輔以相關文獻論點支持，歸結整體

研究結果。因此，每節的內容，係整合各方資料分析結果，皆涵蓋了「整

體結果」以及「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兩大層面，惟師生期待層面尚包

含學生對教師之看法；再者，於上述層面中，亦都探討了「與日籍學生學

習外語相關的因素」。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一一一一、、、、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的整的整的整的整體結果體結果體結果體結果 

關於「個人因素」，日籍最重視「使用華語上的焦慮不安」，這表示

華語不是他們的母語，而對於使用華語較緊張，對自己的華語沒有信心，

也就是說，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易對自己失去自信、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

怕說錯等等的因素與使用華語之間有直接的關係，而這些原因與他們的心

理狀態及習慣性的行為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其結果與菅原健介(1992)的研

究結果相當符合，日籍學生對「在大家的面前犯錯、失敗」強烈的感到不

安，對自己的失敗、從他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而易感到丟臉，研究者經過

課室觀課發現，有些日籍學生為了避免自己在課堂上受到注目，幾乎不發

言，坐在後面的情況甚多。 

日籍學生第二個重視的是「對學華語的積極態度」其項目，為了學好

華語，日籍學生願意克服在學習中遇到的困難，雖然剛開始學習華語時，

難免變得畏縮、對自己易失去自信；不過隨著自己的語言能力升高，他們

很希望表達自己的意見，積極對教師提問。整體來看，日籍學生在學習中

文時最重視的是：以積極的心態學習華語，同時認為，與他人競爭是擺脫

不積極學習態度的必經過程。 

日籍學生在課堂影響因素「學習華語的興趣」、「課堂上的自我表現」

其兩個項目的反應較低，經過訪談，不少日籍學生認為學好華語是個不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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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事情，尤其是為了考慮到將來運用華語進修、工作，必須將自己的華

語能力提高到一定的水準，其覺悟已超過興趣的範圍，不過，對他們而言，

學習華語並沒有義務性，不如英語學習般被強迫學習，故對學習華語的環

境較不感到壓力。於是，雖日籍學生在華語課堂上相當在意自己的表現，

擔心他人對自己的眼光、看到表現好的同學就感到不安，不過，他們會適

時調整自己的心情，努力擺脫被動的學習態度。因此自己該表達意見或需

請教意見時，就會努力表現自我。 

整體來看，在「個人因素」的四項裡顯示日籍學生對學習華語的積極

度克服態度勝過於對自己的負面心態，研究者認為這些日籍學生具有明確

的學習目標，且他們了解未來能夠運用華語帶有重要意義，因而努力學好

華語。 

以分三校來看，丙校的學生最在意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接下來是甲

校的日籍學生，最後是乙校的學生。其比率最高的是在台灣的大學部修華

語課的學生，他們最易對自己的表現感到壓力、第二個是在日本的大學修

華語的學生、接著比率最低的是在台灣的語言中心學華語的學生，其結果

顯示，感到自己的表現好不好、或對自己沒有自信等等的關鍵不在於地區

的差別，而是大學部與語言學校的差別。透過課室觀課發現，丙校的有些

日籍學生相當在意自己的發音是否正確，因此當他們發表意見或報告時，

看起來對自己沒有自信的樣子，而開口說話時常常停頓或結巴，導致講話

變得不流利，有些情況嚴重的學生甚至看得出來他們相當焦慮。還有許多

日籍學生跟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起來，思考的時間甚久，在被教師點名發言

的情況下，感到不少壓力。 

    在大學部學習的環境大多是大班課，一個班超過 20-30個學生一起上

課，不管與日本人一起上課或跟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都很怕出錯，

為避免突出，很難在大眾裡表達自己的意見、有問題也不敢舉手問教師等

等，融入其環境又要表現自己是相當不容易。尤其是丙校的學生，他們天

天上非母語的課程修學分，在這樣的學習環境對個人的表現有相當大的壓

力。甲校的日籍學生也有同樣的問題，除了在大班課學習外語的壓力之外，

他們仍得修滿外語學分，雖然乙校的學生上的課也是大班課，不過一個班

的人數平均大概 6-10個學生，因此過了一段時間漸漸熟悉其環境後，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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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表現自己，因此環境是個較沒有壓迫感的學習空間。 

(一一一一)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背景因素 

1.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全體來看，問卷的結果表示女性可能較在意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對

自己的表現較沒有自信等等，換句話說，女性比男性對自己在人群中的表

現更嚴格，在課堂中犯錯就易感到羞恥感，可看到對語言精通追求完美主

義等的特徵。 

關於甲校，經過訪談，甲校的不少女同學提到「自己不想太出色而不

敢舉手提問、擔心被其他同學認為自己與眾不同」等意見。問卷結果亦顯

示女性高於男性，不過兩者之間幾乎未有差別。這表示男性、女性皆因學

習華語不久的關係，可能較在意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未到達某種語言程

度之前對自己的表現較沒有自信，在課堂中犯錯就易感到羞恥感。關於課

室觀課錄影的結果，甲校的男同學較活潑，不管自己的發音正不正確，積

極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女同學在大家的面前報告時，一直看稿件且不敢直

視其他同學，因此可看出女同學易害羞、緊張的樣子。 

乙校結果為女性平均數高於男性，不過其數字幾乎沒有差別，雖這表

示男性、女性皆在課堂中犯錯就易感到羞恥感，但女性學生對自己的表現

較嚴格一點。丙校結果為男性平均數高於女性，不過其數字幾乎未有差別，

雖這表示男性、女性皆在課堂中犯錯就易感到羞恥感，但男性學生對自己

的表現嚴格一點。訪談結果也顯示丙校男性學生，他們相當憂慮自己說得

對不對、自己的發音是否發得正確等，可看到其追求完美的傾向。 

透過課室觀課，不管甲校、丙校的日籍女學生，他們上大班課時較安

靜，傾向於不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從訪談結果來看，雖不少日籍女同學

對自己沒有信心，且女學生的確相當在意他人的眼光、自己的表現好不好，

不過她們對語言學習的態度相當正面，學華語的目的很清楚的女學生甚多，

故她們較敢挑戰新事物且去試著融入。枝澤康代 (2005) 提到女性對未知

的文化有耐心，與男性比起來，對異文化的接受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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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全體來看，21-25 歲的學生較在意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且在同儕中

受到的影響也較大，而年紀愈大的學生他們在社會中的經驗也豐富、較獨

立，也較確定自己在學習上的需求而不易受到別人的影響，因此 26-30歲

與 31歲以上的結果低於 21-25歲的學生。21-25 歲包括大學生、剛大學畢

業直接來台求學的人及剛踏入社會的新生，這群學生可能還在摸索自我的

需求，較易受到別人的影響，也就是在意在他人眼光中的自己之表現等等，

導致其年齡層的比率變成最高。 

關於甲校，21-25歲的學生於｢個人因素｣比起 20歲以下的學生更易在

意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好不好，也較擔心主動表現自我。20歲以下的平均

數皆低於 21-25歲的原因有可能他們年紀更輕，開始學華語的動機沒那麼

強烈，比起 21-25歲的同學以輕鬆的態度面對語言學習。  

    關於乙校，經過訪談調查，不少年紀大、社會經驗足夠的日籍學生提

到「年紀大了，就變得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對自己較有自信」。以問卷結

果來看，21-25歲顯出數字最高，接著 31 歲以上，21-25歲的不少學生來

台學華語的原因為完成語言中心的課程，就打算到台灣的大學繼續進修或

在台灣找工作等，因他們的學習目標相當清楚，這也導致他們對自我表現

甚嚴格，另一個原因為不少學生日本的大學畢業或在日本工作 2、3 年後

就來台灣學華語，他們仍照日本的學習方式思考且表現自己，但看到不同

國籍學生的表現時就會感到文化衝突，也因此在課堂上感到困惑。31歲以

上的學生因年紀比其他學生較大，他們對自己的一舉一動感到責任感，也

許會擔心自己是否能夠跟上課堂進度的壓力。相反的， 20 歲以下顯出最

低，這有可能與日本目前的「寬裕教育」教育有關係，他們較不給予自己

甚大的壓力，對自己有興趣的事情輕鬆的面對，而不易感到不安。 

關於丙校的結果，21-25 歲之間的學生較在意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

這可能這群學生仍在適應課程當中，課業、學分的壓力也可能會影響到他

們的學習心態，尤其有些 1年級的學生華語程度仍不夠高，因此在課堂上

易對自己的表現感到不安。26-30歲之間顯出的平均數最低，接下來是 31

歲以上。透過課室觀課，年紀大的日籍學生在課堂上主動參與課程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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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高，因他們的社會經驗甚豐富，可與他人分享不少事情，這可增加他

們的自信。  

如上問卷結果顯示，20歲以下的學生與其他年齡層的學生比較起來，

他們在「個人因素」上數字低一點，這表示 20 歲以下的學生並不會過度

在意自己的表現佳不佳、較不在意人群與自己的表現優劣，也因為年紀很

輕，不一定會感到學習不安、缺乏自信。 

早矢仕彩子(2009)提到日本教育部1996年提出改革他們的教育政策後，

學校的課程漸漸開始導入擴展國際觀的教育課程，早矢仕的研究發現

18-19歲的學生與 20 歲以上的學生比較起來，18-19歲的學生更重視「培

養國際觀」及「習得外語」，故不少年輕的學生認為「學會外語才能擴展

自己的國際觀」。因此很有可能這群學生是日本政府在推廣國際化時代的

學生，接觸外語的機會相當高，對國外的認知較高，外語對他們而言更親

近，比起上一代，不管在求學、工作上，外語是現代最強的工具。他們因

了解精通外國語的重要性，而更積極的參與語言課程，也對自己的表現較

不會感到羞恥、膽怯。 

3.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關於甲校，初級的學生較在意在課堂上的自我表現，也無法表達自己

的意見等等，初學者的學習心態較畏縮一點，相反的最不擔心自我表現為

初中級的學生。透過課室錄影觀察，初中級到中級程度的學生，自己的華

語能力隨著提高，他們的學習態度變得愈來愈積極，同學之間的競爭力也

較明顯一點。 

    關於乙校，初中級的學生最擔心自己在課堂上的表現，也對自己的要

求甚高，這可能他們開始走到漸漸聽懂、也漸漸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卻

仍未具備足夠的語言表達能力使他們感到易緊張、不安等的狀況。有趣的

是初級、高級的學生數字未出現明顯的差別，這兩組的學生較不在意自己

在課堂上的表現如何，也不會給自己甚大的壓力感到煩惱等等，也許對初

級的學生而言，一切都是新的事物，不會對自己的表現特別感到沒自信等

等，對於高級的學生，他們已知道在課堂上如何表現自我，也許學了不久

華語的學生未感到那麼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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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丙校，初級、初中級的學生在課堂上較在意自己的表現好不好，

也易感到無法好好表現自我，這可能是語言能力的基礎仍未到某種程度，

造成他們感到緊張不安。相反的，中高級的學生較不在意自己的表現好不

好，也不會過度要求自己而緊張焦慮，在課堂環境較能夠達成學習目標，

這數字比高級的學生仍要低，能在壓力適當的環境中調整自己學習。 

4.接觸異文化接觸異文化接觸異文化接觸異文化及留學及留學及留學及留學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曾經有過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人與未出國留

學的人在自我評估的層面，其表現並未有太大的落差。其原因可能在於，

受試者中有出國留學經驗的人佔受測者的三分之一，不過他們的留學經驗

大部分都是短期的，有的一、兩個月到半年，長期的留學最久也才兩年左

右。這些較短期的留學經驗有可能無法徹底地改變他們對語言學習上的自

我心態、及同儕之間之自我表現，而顯出如此結果。 

關於甲校，有到過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學生較在意自己的表現是否良

好，對自我要求甚高，這可能與這些學生以前在語言學習過程中了解自己

的個性特質，學習心態及態度有關，而且與自己的學習目標相當清楚也有

關。關於乙校，曾經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人比無留學經驗的人高一點。

這表示:曾經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學生對自己安排的學習有相當清楚的

目標，也較了解自己在課堂上需如何表現自我。關於丙校，無留學經驗的

人較在意自己的表現是否好不好，也對自我要求甚高，對他們而言，來台

學習是他們第一次的留學，因此仍要習慣運用華語溝通，也要習慣在不同

國家的學生面前表達自己，因而易感到膽怯。這一點，有留學經驗的學生

反而已習慣在多元化的環境表現自己。 

    中川典子 (2013) 提到留學經驗幫助學生精神上的成長，留學回來的

學生開始產生變化，例如，「人生的目標更清楚且勇敢去挑戰」、「尊重

自己的感受」等，這些比以前更了解自己該走的方向後，與周圍的人更積

極交際且易融入環境。經過訪談調查結果發現，曾經有過到其他國家留學

經驗的人以前在國外與不同國籍的同學上課，有被磨練過的經驗，因此研

究者以為這些學生在語言學習的環境上更積極、對自己的表現有自信。例

如，於｢個人因素｣上，其結果與研究者的假設似乎相同，三校其中有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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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驗的學生，他們對語言學習的態度相當正面、學習目標甚明確，他們

提到「以前的留學經驗改變自己對學習的態度，後來在課堂上變得不怕表

達自我、與眾不同」，他們努力勇敢的爭取學習權利。   

5.使用華語使用華語使用華語使用華語的的的的頻率頻率頻率頻率 

關於乙校，結果顯示在家裡使用華語的人跟在家裡不使用華語的人對

學習華語的心態相差不大，這有可能是雖然在家裡使用華語的人大多為華

僑背景的人，不過他們在日本出生長大，且從小受日本的教育，因此他們

的背景、觀念與非華僑的日本人相當相似，他們與一般的日本人幾乎沒有

差別。問卷結果中未出現在家使用華語頻率與學生的學習態度之間的關聯

性，例如，在家裡使用華語的人對語言學習以樂觀、正面的態度面對，且

較未感到壓力等傾向。 

關於丙校「個人因素」，在家裡完全不會使用華語的人比在家使用華

語的人對自己的表現易感到不安，對自己的要求也稍微高一點，這可能他

們無在家裡使用華語的環境，當他們在課堂上使用華語遇到問題，會失去

自信，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透過課室觀課，研究者觀察到的華僑背

景學生在課堂上相當踴躍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個性也很活潑，在同學面前

表演也完全不畏縮。 

其實，研究者透過訪談發現，有些華僑背景的家庭，他們的父母刻意

不讓孩子使用華語，為了適應日本社會文化，讓孩子在全日文的環境長大

學習;有些華僑背景的學生長大之後才到台灣接觸華語及中華文化。另外一

種情況來舉例，有些華僑背景的家庭，他們的父母之間的溝通方式是華語，

因此從小就習慣聽華語，也會說簡單的會話，不過除了在家裡，在日常生

活中還是大部分以日文為主，因此這些學生的心態、觀念的邏輯來自於日

本社會文化，他們與非華僑背景的人並無不同。另外，有些華僑背景的學

生認為「自己一半台灣人一半日本人，而擔心自己的想法有可能與一般日

本人不同，而在日本同學的面前不太敢表達意見」，他們在不同場合會遇

到如何表達自己等困擾，整體而言，這兩組之間未顯示明顯的顯著性是合

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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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影響日籍學生學習外語的外來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學習外語的外來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學習外語的外來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學習外語的外來因素 

問卷結果顯示，大多日籍學生認為「如果語言學習的環境帶有負面的

氣氛」，不管其負面氣氛因素來自於教師、同學、整個學習環境，很容易

影響到他們的學習心態，也可以說，他們很重視學習的環境是否舒適、是

否有安全感等等，干擾因素愈少愈好，日籍學生對學習環境的要求甚高，

且可說他們對其他學習干擾因素非常敏感。 

另外，日籍學生最討厭的學習環境就是｢無趣的學習氣氛｣，這有可能

是他們在日本上課時較被動、為了考試拿學分上的語言課不夠有趣，因而

他們重視學習語言時學習的快不快樂。關於｢沒有活力的學習氣氛｣，教師、

同學上課時安靜的氣氛使日籍學生更不敢發言、表現變得畏縮。｢緊迫的

學習環境｣的部分，教師教學步驟過快、較不關心學生的進度或教學態度

較嚴厲導致日籍學生上課很緊張，可能漸漸失去學習語言的樂趣。 

(三三三三)教育風氣與外語學習的關係教育風氣與外語學習的關係教育風氣與外語學習的關係教育風氣與外語學習的關係 

經過訪談調查，大多日籍學生認為日本的傳統教育深深影響到他們在

語言學習上之表現，其因素可分成幾個範圍;一、自己不想突出而配合其

他人，二、以成績來判斷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及表現佳不佳，三、缺乏表達

自己的能力。如甲校的學生，日籍學生在日本人單一班上課的時候，特別

感到自己總是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眼光，為了避免造成自己與眾不同的情況，

盡量回答安全的答案、配合其他人的意見等，發現日籍學生在課堂上重視

的並不是自己的學習權益，而是保持和諧的學習環境。另外，如乙校、丙

校的學生，平常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看到其他外籍同學主張

自己的意見、不怕與同學衝突，在其異文化的學習環境中他們發現，在日

本未有受過表達意見等訓練、仿佛自己沒有想法，不少日籍學生認為這是

因受了多年的日本教育之關係。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日本的英語教育也深深影響到日籍學生在語言學

習上之表現，不少受訪者認為日本的英語教育課程是相當被動的，注重背

誦詞彙、語法，以英語練習溝通交際的機會甚少，於是學了好幾年的英語

卻說不出話來。還有，有些同學嘲笑認真學習的同學，因而造成同學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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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在大家的面前練習發音等，此些經驗令日籍學生感到挫折感、在課堂上

無法找到學習語言的樂趣，整個英語學習的過程變成惡循環。 

二二二二、、、、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 

(一一一一))))教師所認教師所認教師所認教師所認為為為為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個人相關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個人相關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個人相關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個人相關因素 

華語教師提到日籍學生的個人相關因素如何影響到他們的學習表現，

訪談結果顯示:首先，關於性別，不少華語教師認為日籍男學生在課堂上

較活潑、願意表達自己，班上只有日籍學生的單一班，一開始通常都很安

靜，但有個男同學就會讓學習氣氛很容易熱鬧起來，相反的，女學生花較

久的時間才能適應環境，一開始很害羞的樣子也很少開口講話。 

對於年齡，不少華語教師看到日籍學生的學習態度漸漸出現變化，高

中剛畢業、20歲出頭的日籍學生，他們的學習態度較積極，願意表達自己

等傾向，不過這些年輕的學生也給教師意外的印象，有些學生也在課堂上

透漏不耐煩、對教師採取反抗等行為，不少華語教師對日本的學生有刻板

印象，一向很乖、很有禮貌，因此遇到這樣的學生時，教師不知如何處理

這些問題。另外，年紀較大、工作經驗豐富的日籍學生，他們的學習態度

也相當積極，年紀大的學生因社會經驗豐富的關係，對自己較有自信，不

管自己的語言程度好不好，努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 

還有教師注意到曾經有過國外留學之經驗、在家使用華語頻率高的日

籍學生，他們在課堂上的反應相當主動積極，尤其是有過留學經驗的學生

不只習慣如何與外國人溝通交際，也培養出一股自信，為了爭取自己學習

的權利，如歐美的學生般，願意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有問題就舉手提問、

與其他同學互動的相當好等特徵。教師認為來台學華語之前已學會了母語

之外的語言，可增加他們的自信，還有「我會說其他語言，現在不太會說

華語也沒關係」等心裡有安全感。此外，華僑背景、在家常使用華語與台

灣人、朋友(包括男女朋友)交流的日籍學生，他們易融入目的語環境，且

適應的相當好，時常接觸當地人的生活能夠提高他們對語言學習的自信，

身邊的人可幫助他們移除學習上的不安，於是他們在課堂上的態度也相當

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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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教師所認的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外來因素教師所認的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外來因素教師所認的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外來因素教師所認的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外來因素 

透過訪談，經驗相當豐富的華語教師與研究者分享影響到日籍學生的

學習表現有哪些外來因素，主要為日本的民族性、社會文化影響到日籍學

生在課堂上也一樣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眼光、過度注重和諧的氣氛而壓抑自

己等特徵。接著，日本的傳統教育也對學習表現的影響相當大，注重背誦、

大量的考試，而不鼓勵學生發言等教育方式導致學生無法思考自己的想法、

缺乏創造力，最大的問題就是學生習慣全部接受教師教導的一切，學習態

度相當被動。教師將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較，他們之間的學習態

度差異相當大，不少日籍學生來台學華語時，難以避免被這些主動積極的

學生嚇到。 

有些教師提到學生的個性、華語本身的語言結構對日籍學生的學習表

現影響相當大，本來的個性活潑的學生，他們不管在哪裡生活，仍是一樣

積極活潑的個性，在語言學習上的表現也是如此，則有些教師認為個性能

夠左右語言學習的效果。另外，不少教師提到日籍學生與發音之間的問題，

教師觀察到許多日籍學生因對發音沒有自信、不確定自己發得對不對，而

常常不敢開口，保持沉默等傾向。這可能日語的發音與華語的發音大不相

同，令他們感到甚大的困擾，尤其是日籍學生傾向於完美主義，等到自己

掌握才會去嘗試，故發音的問題也可能造成日籍學生心裡上的不安之因

素。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師生師生師生師生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一一一一、、、、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全體結果全體結果全體結果全體結果    

全體來看，日籍學生最重視的為「教師的特色」，日籍學生重視教師

在課堂上保持活潑積極的教學態度，他們較不喜歡嚴厲又安靜、沒有活力

的教師。經過錄影觀課記錄的結果，不少教師利用休息時間找學生相談、

用言語鼓勵學生後，學生心情變得放鬆、增加了不少自信。 

    日籍學生在「師生互動」中第二個注重的是「教師的專業態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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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教師上課時不該比較學生，同時必須仔細地觀察學生是否趕上進度，

若教師發現學生無法趕上進度，日籍學生也不希望教師以跳過或無視其學

生等的方式帶過。另外，在其他同學面前糾正學生的錯誤或逼學生趕快回

答等等的行為，或是教師上課時較嚴厲且沒有笑容等教師行為，會使學生

相當緊張。經過錄影觀課記錄的結果，有的教師為讓學生理解無法理解的

內容，會避免使用另一種語言而用肢體語言來教導學生，因為使用另外一

種語言可能造成學生額外的壓力。這些結果顯示日籍學生皆希望教師應保

持專業的教學態度、深切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 

    日籍學生最不重視的項目則是「師生親密關係」，這結果表示日籍學

生在學習華語中並未重視師生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學習時仍需適當的上

下關係，上課時師生的立場得清楚，如果師生之間未畫清界線，反而無法

維持專心學習的態度。研究者認為原因可能來自於日本的學校風氣，在日

本的學校，教師與學生之間有一定的距離，也會重視禮貌，他們習慣保持

適當的距離，這樣才能感到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差別，不然如朋友般友善的

教師，日籍學生對過度親切的教師感到缺乏專業，導致無法信任教師。經

過錄影觀課記錄的結果也顯示，教師在課堂上問一些跟私人話題有關的內

容，皆可看出日籍學生保持沉默、避免發言等傾向。 

    最後，以分三校來看，在｢師生互動｣的部分，三校之間沒有明顯的差

別，這可以說不管在哪裡學習華語的日本學生，教師給學生的影響力、教

師在課堂上該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對教師的期望與需求是一致的，因此

在語言課堂上教師該負的責任相當重要。 

二二二二、、、、日籍學生對教師之看法日籍學生對教師之看法日籍學生對教師之看法日籍學生對教師之看法 

(一一一一)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教師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教師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教師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教師因素 

1.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全體來看，女性對教師的期望比男性高，雖然兩組之間未出現明顯的

差別，女性對教師的依賴度較高一點，故日籍女學生在課堂上遇到問題時，

希望教師多關心、幫助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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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甲校的學生，男性對教師在語言學習上的依賴度比女性的稍微高

一點，希望教師以適當的教導幫助他們。對於乙校的學生，女性對教師在

語言學習上的依賴度比男性的高一點，女性學生希望教師看學生的狀況採

取適當的教導方式。丙校的學生則是男性對教師在語言學習上的依賴度比

女性的稍微高一點，男性學生希望教師要有專業的態度對待學生。 

2.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全體結果表示於本論文受試的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在「師生互動」中未

有差別；此結果顯示，每個年齡層都在「師生互動」層面對教師有一定程

度的期待和依賴性。並不會因為年紀增長、個性越趨獨立，而減少對老師

的期望度；同樣地，也並未因年紀較小而影響學生對教師的期望程度。換

言之，語言學習對他們而言，皆為全新的挑戰，不管年齡的差別，遇到的

困難問題、對教師的期望可能是一樣的。 

甲校的學生在 21-25歲之間的學生顯示對教師的期待甚高，也認為教

師在課堂上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對於乙校的學生，20歲以下出現的數字

最高， 31歲以上顯示數字最低。20歲以下的學生可能是高中畢業就來台

灣，於語言學習仍處於不知所措的狀況中，因此依賴教師的機率相當高，

同時，日本的教育偏向於被動式課程，所以他們較習慣教師一個一個來教

導學生。31歲以上的學生大多有過社會經驗，具備獨立的思考方式且建立

自己的學習模式，因此依賴自己勝過於依賴教師，其他部份，他們較習慣

盡量自己解決學習上的問題。對於丙校的學生， 21-25歲、31歲以上顯示

對教師的要求甚高，這群學生相當清楚自己的需求，有些已有社會經驗的

學生較了解教師應該提供學生什麼，相反的，20歲以下顯示其平均數最低，

這可能是剛高中畢業就來台學習，或剛開始將華語作為自己的生活工具，

雖這群學生對教師的依賴度相當高，但不知如何要求教師、仍不了解自己

的需求。 

3.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全體來看，高級程度的學生與其他程度的學生比起來，高級的學生對

｢師生互動｣的要求高於其他程度的學生。這表示高級的學生，他們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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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過各種學習風格的華語教師的課，他們比其他程度的學生比起來，更了

解對華語教師的要求，希望教師該有的教學態度等等。另外，許多華語教

師易認為學生到了高級的程度後，不必仔細的教導他們，使他們獨立學習

發展，也不須過度監督他們的語言學習，不過這統計結果表示，其實高級

的學生也還是希望教師細心的關心他們語言學習的過程，雖然他們的語言

程度到了相當不錯的階段，但對教師的依賴是不變的，對教師的期望也甚

高，到了高級程度的學生具有語言溝通能力，卻不一定將他們在課堂上的

感受表達出來，因此教師不管對待哪個程度的學生，還是得細心的觀察他

們的學習狀況，時時安排溝通的機會才能了解學生的真正想法。 

    甲校的學生於「師生互動」，初級的學生對教師的要求、依賴度較高，

當自己不知所措，希望教師要有耐心的體諒學生。中高級的學生對教師期

望顯示最低數字，開始懂得與教師如何溝通，他們可與教師保持適當的距

離學習。對於乙校的學生，高級的學生其數字最高，接著初級的學生，高

級的學生到了某種程度，他們肯定與具有各種風格的教師上過課，對自己

的學習目標也相當清楚，而懂得教師如何對待學生較好，知道教師左右每

位學生的學習進度。初級學生仍不知如何表達自己，他們要吸收教師所教

導的一切，因此對教師的依賴度相當高。 

初中級顯出數字最低，他們的自我要求高，但對教師的要求未那麼高。

對於丙校的學生，高級的學生對教師的要求最高，到了三、四年級的學生

相當了解自己的需求，也上過許多具有不同特色的教師，且每位教師的風

格、教學法皆不同，因此較了解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力，同時為了接下來的

學習目標，這些學生較懂得如何與教師相處。初中級、中級的學生其比率

一致，他們對教師的要求未顯出明顯的差別。 

    李宜家 (2012) 提到，對初學者來說，因為他們剛開始接觸到華語，

對於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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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對於初學者而言便有較

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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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 

全體來看，曾經有過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人與無留學經驗的人比起

來，曾經有過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人對教師的期望度較高，原因可能是：

曾經到其他國家留過學的人，不管是短期或長期，他們了解在語言學習上

對教師的依賴度甚高，也較了解教師在課堂上該扮演的角色。他們有與不

同風格的教師上過課的經驗，其經驗使他們更明確的知道他們想要的教師，

對教師的喜好更清楚，更別說自己的學習需求。無留學經驗的人可能仍不

能夠知道自己在學習上的需求，及自己喜好的教師或課室氣氛，對他們而

言，他們出國學習的經驗就只有台灣，較無法以客觀的角度來比對自己的

表現、教師、同儕之間上的問題，自己的學習需求也較不明確。由此來看，

｢師生互動｣的兩組之間的差別各有合理的理由。 

對於甲校的學生，有到過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人對教師的要求甚高，

要求教師以專業的態度對待學生，依照每位學生的狀況來調整對待方式等，

因他們到海外留學的經驗使他們對教師的要求更清楚，較懂得教師該如何

對待才能促進學生的學習意願等等。關於乙校，曾經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

的人於「師生互動」比無留學經驗的人高一點。這表示:曾經到其他國家留

學經驗的人較了解教師如何幫助他們才能提高自己的語言能力。對於丙校

的學生，有到過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人對教師的要求稍微高一點，有到過

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人，他們較清楚在他們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如何幫忙學

生才有效，也較會判斷教師的特色。 

5. 使用華語的頻率使用華語的頻率使用華語的頻率使用華語的頻率 

關於乙校，在家裡完全不會使用華語的人對於「師生互動」的意願比

在家使用華語的人高一點。這表示:在家裡完全不會使用華語的人通常沒有

習慣在課堂外的環境使用華語溝通交際，而對自己的表現較沒有自信。對

教師的依賴度也高一點，且希望教師在課堂上多幫助學生。對於丙校的學

生，在家使用華語的人對教師的要求較高一點，這因為這群學生經常在家

裡使用華語，尤其華僑，他們比一般的日本學生懂得更多，而較不怕與教

師溝通，較能夠積極參與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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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日籍學生所期望的師生關係日籍學生所期望的師生關係日籍學生所期望的師生關係日籍學生所期望的師生關係 

問卷結果顯示，程度中上的日籍學生認為「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對教

師的期望很高」，不管人在母語地區或在非母語的環境中，習得目的語便

是需倚賴教師全能性的教導，以正確的方式引導學生且帶給他們認識學習

語言的快樂，大多數的學生認為將目的語學得好不好來自於教師的教導方

式、教師本身的人格是否對學生正面的刺激力量。日籍學生透過課堂仔細

地觀察教師的教學風格及對待學生的態度，而遇到適合自己的教師時他的

語言習得能力及積極性馬上攀升，相反的，遇到不適合自己的教師時他們

易失去興趣，有些學生開始不積極甚至焦慮，這樣的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

態度轉變得相當明顯。 

透過訪談，日籍學生相當注重教師是否公平的對待每位學生，有些教

師看學生的國籍就改變態度，其明顯的態度令他們認為相當不公平。希望

教師能夠尊重學生的隱私、特色，亦了解每位學生的背景來調整適當的對

待方式。還有，不少日籍學生不喜歡華語教師在課堂上過度使用英語來教

導，其造成日籍學生感到額外的壓力。除此之外，不少日籍學生提到若教

師的情緒不穩定、壓抑學生等教學態度也易導致他們感到緊張、一直觀察

教師的臉色，增加學習上的壓力。 

三三三三、、、、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教師對日籍學生的看法 

((((一一一一))))教師與日籍學生互動溝通教師與日籍學生互動溝通教師與日籍學生互動溝通教師與日籍學生互動溝通上的問題上的問題上的問題上的問題    

經過訪談，研究者發現不少華語教師認為與日籍學生之間產生溝通上

的問題，多數教師的問題為不知道日籍學生真正的感受及想法，日籍學生

表面上都看起來與教師好好的，其實他們有問題也不會直接找教師談，因

此教師到最後仍是不知道師生之間的問題何在，這樣的情況對教師而言，

難以了解、存在疑慮，不少教師認為與日籍學生無法好好建立良好的關係。

尤其是個性相當內向、較封閉的日籍學生在課堂上，難以去了解他們的想

法、感受，因此教師難免會遇到帶不起來、學習氣氛變得沉重。 

另外，有些教師認為日籍學生對教師的要求甚多，點名學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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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犯錯的方式、教師對待學生的態度是否專業等，過度嚴格、熱情的教

學態度也易造成日籍學生感到壓力，這些因素皆有可能導致師生關係產生

負面的問題，日籍學生亦在「師生互動」裡談到這些因素影響到他們的學

習意願，故日籍學生對教師的要求或多或少影響到教師心裡上會有壓力。 

(二二二二))))教師對待日籍學生的策略教師對待日籍學生的策略教師對待日籍學生的策略教師對待日籍學生的策略    

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較起來，前者在課堂上遇到的問題較多，

而不少華語教師對待日籍學生時採取一些策略減輕日籍學生心裡上的壓

力。例如，有耐心的等待日籍學生的反應、用言語來多鼓勵他們且增加自

信，還有重要的是教師在課堂上多帶著笑容、以溫柔的態度對待學生，研

究者在這次研究發現日籍學生對教師的依賴度仍是相當高，不少日籍學生

認為「教師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雖學習者本身的學習

態度很重要，不過教師如何教導學生才是關鍵，只要教師能夠增加學生的

自信，很有可能能夠幫助日籍學生擺脫負面的學習習慣。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 

一一一一、、、、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全體結果全體結果全體結果全體結果 

    全體來看，日籍學生最重視的項目則是「順從他人」，這結果表示日

籍學生上課的時候過度配合別人的意見或行為，例如，他們因其他同學掌

握發言權，而在大家的面前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因班上的其他同學很

安靜則自己也不發言、保持沉默。他們在上課的時候會過度尊重其他同學，

想要保持良好的關係。菅原健介 (1992) 的研究裡提到，日籍學生對「與

他人無法維持良好的關係」感到不安，不安因素為「與他人意見衝突」、

「怕被對方發現自己說謊」等，若在交際的過程中遇到這樣的狀況，日籍

學生易感到交際不安且失去自信。故日籍學生容易受到他人影響。 

    第二個重視的為「課室友善氣氛」，日籍學生認為同學之間熟不熟會

影響到他們的學習，若是與較熟的同學一起上課，他們能夠以輕鬆積極的

態度面對語言學習，相反的，與較不熟的同學一起上課，易緊張而造成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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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程的態度變得不積極。經過課室錄影觀課，學生之間變熟了之後，不

管進行何種活動，日籍學生皆變得很開心的互動，也很願意參與具有競爭

性的教學活動，同時同學之間願意藉由目的語嘗試溝通交際。 

    另外，他們上課時，會怕被同學取笑，他們討論的時候對自己的想法

沒有自信而無法很清楚地表達意見。甚至有些日籍學生認為班上只有日籍

學生的環境才可使自己可以放心地表達自己，因為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與

日籍學生的學習表現、思想邏輯等有明顯的差別，而有些較敏感的日籍學

生感到困惑，較不習慣異文化交流，這樣的學生覺得與同一個民族的、具

有一樣的文化習慣的學生一起較能夠自在地上課。 

日籍學生最不重視的項目則是「同儕關係」，這結果表示雖然日籍學

生非常注重配合他人，不過他們希望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他們的表現、能

力優於其他同學，不管於平常的課堂表現或考試，不想輸給其他同學。這

結果非常有趣，即使日籍學生會擔心自己的語言能力低於其他同學、怕產

生不良關係而不敢多與同學討論等等，卻又總是希望自己的表現比別人好，

其實日籍學生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有強烈的鬥志與競爭力，想保持有自信

的態度，因此這是他們在心裡面掙扎的地方。 

    以分三校來看，關於｢同儕互動｣的部分，甲校的比率最高，不過其比

率與丙校的結果相當接近，最低的是乙校。這結果與｢個人因素｣也有一些

關聯的，在大學上大班課的學生比語言中心的學生易受到同儕壓力，更進

一步地說，在日本的大學上課的日籍學生更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眼光、表達

意見時怕被同學取笑，日本的學習環境、同儕之間的壓力影響到個人學習

表現，日本的學習環境壓力高於台灣的學習環境，也許到了國外學習時班

上與不同國家的學生上課能夠使日籍學生放鬆學習，不必過度在意別人的

眼光。如果有這樣的原因，出來的結果則相當有道理。 

二二二二、、、、日籍學生對同學之看法日籍學生對同學之看法日籍學生對同學之看法日籍學生對同學之看法 

(一一一一) 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課堂環境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課堂環境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課堂環境因素影響日籍學生外語學習的課堂環境因素 

1.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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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甲校的學生，女性較重視同學之間的競爭、其他同學的眼光。乙

校的學生，男性比女性更在意課堂環境，周圍的同學、課堂氣氛影響到他

們的學習效率。對於丙校的學生，女性比男性更重視學習環境，也希望儘

量避免與其他同學發生衝突。 

2.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對於甲校的學生，21-25 歲的學生較重視與同學之間的關係、學習氣

氛，較擔心這些因素影響到個人的學習。對於乙校的學生， 20 歲以下顯

出最高數字，20歲以下的學生因年紀相當輕，突然到國外與不同國籍的學

生一起上課，對他們而言，是個很大的文化衝突，與自己文化背景完全不

同的學生溝通是個考驗，也看到其他國際學生踴躍積極參與課程，這群學

生可能有所變得畏縮。相反的， 26-30 歲之間顯示在其中最低，接著 31

歲以上，這些年紀較大，社會經驗較豐富的學生可能不易受到他人的影響，

雖他們與不同國籍背景的一起上課感到很新鮮，同時有時感到因每位學生

習慣不同而難以得到自己想到達的學習效果，自己來台學習的目標較清楚

的學生傾向於與同學保持適當的距離。對於丙校的學生，最重視同儕關係

為 21-25歲的學生，對他們而言，其他同學帶給他們良好的刺激，不過班

上有來自各個不同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有時感到文化衝突、觀念差異使

他們感到困惑，難以建立自己的存在及空間。 

3.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對於甲校的學生，其結果顯示初中級的學生最在意同儕關係，接下來

是初級的學生，對他們而言，同學是可互相依賴的存在，同時，可比較自

己與其他同學的程度差別，這一階段，無法擺脫母語的習慣，而可能在意

其他日本同學的表現。顯出最低的為中高級的學生，程度到了某個階段，

他們看到其他學生努力，將壓力轉成良好的刺激，較不易受到負面的刺激。

對於乙校的學生，初中級的學生最重視同儕之間的關係、同儕壓力，接著

高級的學生。對初中級的學生而言，其他同學的個性、課堂氣氛易影響到

他們願不願意主動參與課程，當他們漸漸開始會華語，主動與其他同學溝

通是件需有勇氣的行為。對高級的學生而言，語言能力相當高的同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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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的對象，遇到理想的同學，能夠提高自己的語言能力，遇到不理想的

同學，自己的語言能力也隨著下降。中高級的學生具備足夠的溝通能力，

也較懂得如何與同學交流溝通，因而也許不會受到同學的影響。 

對於丙校的學生，高級的學生最重視同儕互動，有趣的是，比率最低

的為中高級的學生，這兩組算是學生擁有相同的程度，出來的結果卻差異

甚大，高級的學生重視班上同學的特質，而判斷自己是否能在此環境發揮

自己的能力，與同學一起上課是否能夠提高自己的語言能力。教師對高級

班的學生之要求變得更高，周圍學生的能力也相當高，而其環境如何表現

自我是個相當大的考驗。中高級的學生快接近高級，雖語言能力相當高，

但仍在看其他同學學習，依賴其他同學的機率也甚高，可能他們互相幫忙，

也很願意積極與其他同學互動交流且學習。 

4. 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 

對於甲校的學生，無留學經驗的人較重視同儕關係，可能他們的學習

語言之目標未那麼明確，這導致較缺乏主動爭取學習語言的機會，在意別

人的眼光。對於乙校的學生，有過曾經到其他國家留學經驗的人在「同儕

互動」顯示比無留學經驗的人高一點。這表示:有過曾經到其他國家留學經

驗的人較懂得利用同學帶來的適當的同儕競爭壓力影響個人的學習，同時

給自己的壓力也相當高。對於丙校的學生，兩組顯示的數字一致，這表示

他們對「同儕互動」之看法、要求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當他們使用華語與

教師、同學溝通交際時，一樣感到壓力、緊張。 

5. 使用華語程度使用華語程度使用華語程度使用華語程度 

對於乙校的學生，在家使用華語的人與在家無使用華語的人這兩組之

間的差距最明顯，在家無使用華語的人也許較不知如何用華語與其他同學

溝通交流，較缺乏練習的機會，傾向於在意他人的眼光，也許他們希望與

其他同學儘量能夠保持良好的關係等。對於丙校的學生，在家使用華語的

人比在家裡完全不會使用華語的人的數字稍微高一點，但幾乎無差別，在

家裡完全不會使用華語的人較重視同儕關係，反而在家使用華語的學生，

因經常使用華語交際的關係，較了解自己的弱點何在，也知道與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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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交流對語言學習有甚大的利益，較了解班上的同學影響到自己的學習

表現。 

(二二二二) 日籍學生所期望的同儕日籍學生所期望的同儕日籍學生所期望的同儕日籍學生所期望的同儕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問卷結果顯示，大多日籍學生認為｢個人班或小班比大班課效率高｣，

選｢尚可｣、｢同意｣、｢非常同意｣的人數高達中上以上。這表示不少日籍學

生透過語言學習的經驗，認為小班(2-3個人)或個人班對學習有利，其原因

來自於不需過度在意其他同學的表現、犯錯也不需覺得丟臉、可以照自己

的進度學習、有問題馬上可問教師等等，小班或個人班會減少同儕壓力。

經過訪談結果，甲校的不少學生認為「個人班或小班對學習有利」，他們

平常在日本大學的大班課學習語言，在意他人的表現而課堂表現易畏縮，

看課堂氣氛或狀況來決定自己表現的態度。如果其他學生都懂，其實自己

有不懂的地方也不敢問，是因為對教師、同學覺得不好意思。教師提問學

生問題時，日籍學生知道答案，也不太敢回答，是因為這樣受到其他同學

的注目，日本人過度追求完美而不能出錯。考慮到上述心理狀況，許多日

籍學生認為個人班或小班較有效率是有道理的。 

另外，日籍學生認為｢班上其他同學的存在對語言學習帶給良好的影

響｣，選｢尚可｣、｢同意｣、｢非常同意｣的人數高達中上以上。其結果表示;

雖然日籍學生認為上個人班或小班課較有效率，但在這一題中又認為同學

的存在對自己的語言學習帶給良好的刺激，也就是說，依據前面的結果，

學生的喜好偏向小班教學，但對目前中大班的教學也呈現一定程度的認同，

他們認為語言學習的班不能有太多同學，卻也不能完全沒有同學、因而心

理上有矛盾的狀態。透過訪談，研究者得知大多日籍學生認為「看到其他

同學在努力學習，從他們身上得到良好的刺激」、「與不同背景的外國同

學一起上課，可模仿他們的學習態度，也有機會能夠改變自己很被動的態

度」等，同學帶來的好處也相當多。換句話說，日籍學生雖然偏向於喜歡

個人做事、對做事情追求完美，不過他們從小就在注重團結、要求配合他

人的文化長大的關係，上大班課學習語言時，不管受到的同儕刺激壓力是

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大班課仍可給他們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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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師所認教師所認教師所認教師所認知知知知的日籍學生與他人的互動的日籍學生與他人的互動的日籍學生與他人的互動的日籍學生與他人的互動 

(一一一一)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學生的表現差異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學生的表現差異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學生的表現差異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學生的表現差異 

透過華語教師訪談發現，對於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之間，他們

在課堂上的表現差異大不相同。例如，華語教師認為歐美學生的表現相當

積極，不管自己的語言能力多少，較不會遇到因怕丟臉、害羞而不敢在大

家的面前犯錯等情況。教師安排進行辯論，歐美學生不怕與其他同學發生

意見衝突，他們勇敢去主張自己的想法。於是，與日籍學生比較起來，歐

美的學生給教師主動、活潑、很有主見等印象。 

另外，韓國、泰國、印尼、越南等亞洲國家的學生，不少教師提到這

些來自亞洲國家的學生，他們不管自己的程度好不好，都會很積極的與教

師、同學交流、分享自己的經驗。尤其是泰國、印尼、越南籍的學生喜歡

開開心心、輕鬆的學習氣氛，自己會主動當開心果創造愉快的環境，因此

給教師活潑開朗、很好當朋友的印象。還有，有的韓國學生一開始如典型

的日籍學生很安靜，不過漸漸習慣環境之後，他們優於主張自己的意見，

為了爭取學習的權利，積極的參與課程。因此，同樣有亞洲背景的學生，

他們與日籍學生比起來，日籍學生仍是在課堂上較明顯不愛表達自己、不

想出色等傾向。經過課室觀察，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的學習態度相當

積極，不管同學之間的意見不合，他們敢主張自己的立場，相反的，日籍

學生被其他同學打斷話題時，放棄將發言權奪回來。日籍學生傾向於喜歡

分組討論、玩遊戲等活動，這些是令他們心情放鬆、可打開心胸的活動。 

(二二二二)日籍學生與同學的互動方式日籍學生與同學的互動方式日籍學生與同學的互動方式日籍學生與同學的互動方式 

經過訪談，不少華語教師談到日籍學生與同學互動時出現幾個問題，

一些日籍學生，他們習慣與其他日籍學生在一起或堅持一個人完成活動，

不肯與其他同學合作，尤其是有些日籍女學生個性害羞、沒有自信的樣子，

有時耽誤到進行合作互動的時間，且會有些沒有耐心的外國同學開始覺得

不耐煩。這些日籍學生的態度給教師、其他同學「內向」、「自閉」等印

象，也造成難以進行互動式教學活動的影響。另外，有些教師提到不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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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學生傾向於缺乏想像力、提供對方的訊息甚少，而導致對方不知所措等

狀況。雖然如此，有的教師提到只要給日籍學生明確的學習目標、充分的

準備時間，謹慎安排分組的對象就使日籍學生可發揮能力，也能夠順利的

完成教學活動，另外發現日籍學生較喜歡少人數的分組活動，這樣他們較

輕鬆的與對方溝通交際，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 

歸結而論，研究者將前述的研究結果，整合成「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

上師生暨同儕互動之關係模式圖」，如下圖五-1所示。本圖旨在說明本研

究所討論之影響日籍學生在華語學習上的因素，及其對教師教學、學生學

習，以及同儕互動之間的影響。 

 

       圖 五-1 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上師生暨同儕互動之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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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 

教學建議針對不同個人背景變項(性別、年齡、程度、留學經驗、使

用華語頻率)的日籍學生之教學、教師如何與日籍學生互動溝通、如何營

造包括日籍學生的同儕互動環境等，將蒐集來的研究資料及其結果來統整

本研究之教學建議，希望對日後華語教師對日籍學生的教學有幫助。 

一一一一、、、、整合整體研究結果之教學建議整合整體研究結果之教學建議整合整體研究結果之教學建議整合整體研究結果之教學建議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許多日籍學生對自己在語言學習課堂上的表現

沒有自信，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眼光，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保持沉默等，

這些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給予華語教師學習態度不積極、沒有主見

等印象。不過，研究結果顯示其實他們有強烈的學習意願，尤其來台學習

華語的學生，他們對華語學習的渴望更強烈，在目的語環境中天天被磨練，

不只提高語言能力，在接觸異文化生活的過程中個人的內在也跟著變化，

並且努力擺脫自己的壞習慣。因此教師不應以日籍學生表面上的表現來判

斷他們的學習意願程度，教學者需了解日籍學生心裡上的掙扎。另外，對

於在日本學習華語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感到的壓力相當高，造成這些壓

力因素為在大班課的學習氣氛、在意他人的眼光而無法為自己爭取自我表

現之權利。平常在這樣環境表現尚可的日籍學生，他們在課堂上避免受到

注目、隱藏自己的意見想法、過度配合周圍的同學等，因此教師需觀察每

位日籍學生的特色，多鼓勵他們的優點及表現，增加他們的自信是個最重

要的關鍵。 

二二二二、、、、針對日籍學生個人相關背景針對日籍學生個人相關背景針對日籍學生個人相關背景針對日籍學生個人相關背景變項變項變項變項的的的的探討結果之探討結果之探討結果之探討結果之教學教學教學教學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針對不同性別的學生之教學，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的學生對「自己的

表現」感到負面評估的比率較高，女學生在課堂上易感到緊張、不安，對

自己較沒有自信。不少華語教師也提到日籍女學生在課堂上相當安靜、避

免發言等傾向，因此教師常遇到不知如何對待這些女學生，及無法提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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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學習動機的情況。女學生較敏感，若教師壓抑學生、採較嚴格的方式

對待女學生，她們的學習意願易降低，也會避免與教師互動。若教師能夠

保持親切愉快的態度、有耐心的聆聽學生的話，她們很願意打開心胸。另

外，對於男學生，雖不少華語教師對日籍男學生的印象為比起女學生活潑、

較願意與教師分享自己的感受，不過研究結果發現有些男學生相當自閉、

拒與其他同學互動等，仍會有教師難以應付的情況存在。對教師而言，也

許男同學在班上裡面是個能夠當開心果的人，教師較易依賴他們活潑的個

性，不過，這些行為可能造成他們的壓力、傷到他們的自尊心，教師仍是

得多多留意。 

(二二二二)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關於針對不同年齡的日籍學生之教學，本研究結果顯示年齡層 21-25

歲的學生，他們較在意在課堂上的自我表現，這些學生包括大學生、已有

工作幾年之經驗的學生，其結果表示不一定是已成人的日籍學生在課堂上

對自己有自信，與年齡層 26-30歲、31歲以上的日籍學生比較起來，年齡

層 21-25歲的學生較脆弱、易受到打擊，他們在目的語國家生活中無法消

化的文化衝突也不少，因此教師需精確地將華語文化的特色介紹給這些學

生，減少他們在目的語文化中感到的壓力。另外，年齡層高的學生，他們

社會經驗豐富、對異文化的適應力較強，教師得留意的是尊重他們的人格、

自尊心，年齡層較高的學生，他們的人格相當明確、來台學習的目標很清

楚，因此教師需了解這些學生的特色、需求來繼續提高他們的學習意願。              

除此之外，本研究結果發現，年齡層 20 歲以下的學生，他們可分為

兩種:一種是較典型的日籍學生，他們在課堂上的表現不太積極、在意他

人的眼光、擔心犯錯等，在日本上語言課程的學生較符合其類型。本研究

發現教師用言語鼓勵、以親切的態度對待其類型的學生，他們的學習態度

變得相當積極;另外一種則是在課堂上主張自我、不怕自己的表現與眾不

同，其傾向較嚴重的學生，他們遇到不滿意、無法接受的事情就很可能失

控，高中畢業就來台學習華語的學生較符合其類型。其原因與日本政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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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寬裕教育」4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故教師需留意壓抑嚴格的對待其類

型的學生，可能引起他們的不滿，以耐心的給予他們空間適應環境且創造

發揮學生的能力之機會，學生才會開始信任教師，懂得如何在課堂上表達

自我。 

(三三三三)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對於針對程度不同的學生之教學，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程度的日籍

學生在「個人因素」上可看到不同的表現，而教師需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生

採取不同的策略。例如，初級的學生，他們並不是因語言能力較低，而容

易在課堂上出現失去自信、怕犯錯等傾向，因為有些初學者認為「自己的

語言能力很低，一開始什麼都不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不給自己過度

的壓力。他們的問題傾向於集中在發音、語法等語言結構上，因對自己的

發音、語法順序沒有自信，在課堂上感到壓力而不敢開口說話的初學者不

少，初級學生在許多方面依賴母語的機率仍是很高，日籍學生習慣將透過

母語的習慣來思考表達目的語。於是，若教師會說日語，可透過簡單的日

語來與學生溝通、提示給學生日語的翻譯等。針對發音，對日籍學生而言，

華語發音的難度相當高，教師需有耐心地不斷的示範給日籍學生，若學生

在課堂上不願配合教師練習，教師利用空檔的時間來一對一的練習，這樣

的方式能夠減輕學生的壓力，也可避免他們在課堂上受到注目。 

對於初中級、中級、中高級的學生，他們是正在學習進步的過程中，

他們在學習上的情緒不穩定、語言進步的速度起起落落，不一定所有的學

生在這個階段能夠保持正面的態度，尤其不少日籍學生習慣比較自己與其

他同學的能力，若自己覺得不夠好，易失去自信。他們需要的不只學會語

言上的知識，仍需得到教師的肯定、鼓勵，當學生語言表達能力仍不夠高

時，他們易放棄與教師、同學溝通，怕師生之間產生誤會，有意見也不敢

說出來。於是，教師可提醒學生有問題就可透過任何方式，若日籍學生較

善於書面表達上的能力，不一定逼學生透過口頭表達意見。為了避免只有

日籍學生受到注目，教師可定期安排全班的學生向教師表達意見之機會，

                                              

4 請參考第二章文獻探討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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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及需求。 

對於上高級班的學生，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相當高、學習目標相當地

清楚，從初級到高級的學習過程中，他們在目的語文化被磨練表達自己，

努力擺脫自己在學習上的壞習慣，例如，怕犯錯、怕受到注目、在意他人

的眼光等。高級的學生很容易感受到自己內心的轉變，他們已具備能力與

其他國家的學生競爭且為了自己爭取學習的權利，他們總追求教師、同學

是否能夠帶給他們理想中的學習環境。高級的學生能提供給教師自己的要

求，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相當足夠與教師溝通，較不需擔心師生之間產生

誤會，則教師需安排時間了解每位學生的需求且調整課程內容。   

(四四四四)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接觸異文化及留學經驗 

    關於擁有不同經驗的學生，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問卷調查顯示曾經有

過到其他國家留學的學生與無留學經驗的學生之間沒有明顯的差別，雖然

如此，受試者的學生及華語教師感受到其兩組之間的差別，曾經有過到其

他國家留學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的表現相當積極、思考方式與典型的日

籍學生大不相同，具備足夠的能力與其他國家的學生競爭。研究者的確感

受到留學經驗豐富的學生，他們的自我主張相當強烈、學習目標很清楚、

對教師的期望相當高、在同學的面前敢表達主見等，不少日籍學生承認留

學經驗改變了他們對事的心態。 

    不過，如問卷的結果，有些有留學經驗的學生，他們仍是在意自己的

表現好不好、自己與同學的能力、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眼光而隱藏真正的自

己等，甚至隱瞞自己曾經有過到其他國家留學之經驗，例如，有些日籍學

生明明就會說英語，不過為了避免受到其他日籍同學的注目，假裝不會說

英語等。於是，華語教師需留意有過留學經驗的學生仍是具有敏感的部分，

不一定這些學生皆積極、主動，他們在學習上一樣會遇到困擾，故教師需

了解他們對課程的期望，同時教師在課堂上創造發揮他們從留學經驗學到

的能力，及利用他們的優勢刺激其他日籍學生。 

(五五五五)使用華語頻率使用華語頻率使用華語頻率使用華語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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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針對不同背景的學生之教學，本研究的訪談結果發現在家裡使用

頻率高的學生，其包括華僑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的表現較積極、主動，

很願意用華語與教師、同學溝通。因此，教師易認為「他們的表現很好，

讓他們做什麼都很願意配合教師」，而因此可能造成學生感到壓力，如本

研究問卷結果顯示，在家使用華語的學生與在家無使用華語的學生之間的

相差不大，有些華僑背景的學生感到不少困擾，例如，「自己不該代表日

籍學生的意見」、「大家以為華僑的學生都學得很好」等，而他們在課堂

上感到不少壓力。由此來看，教師不能因看到他們的學習能力高，而忽略

他們在學習上的問題，應該如對待一般的學生般去關心他們心裡上的問題，

以及需細心的考慮提問的內容、點名的方式，減輕這些學生在課堂上感到

的壓力。 

三三三三、、、、了解日籍學生的優缺點了解日籍學生的優缺點了解日籍學生的優缺點了解日籍學生的優缺點且應用在教學上且應用在教學上且應用在教學上且應用在教學上 

在日本教授華語課的日籍教師與在台灣教授華語課的台灣籍教師或

許了解日籍學生的深度有所差異，雖然難以做到仔細了解每位學生的狀況，

不過，若教師更能夠了解日籍學生在學習表現上的傾向、優缺點、學習喜

好等等，便可適時減輕學生的壓力，師生之間也能更易溝通，也可避免發

生衝突的狀況。 

對在日本學習華語的學生而言，非目的語環境學習目的語的情境下，

個人學習有限，對教師的依賴度也自然地提高，教師教什麼、說什麼就他

們直接吸收，因此教師安排課程時，需多考慮盡量使學生自由發揮他們的

能力，避免學生習慣被動教學。加上，在日本上語言課的日籍學生對「同

儕互動」感到的壓力相當嚴重，他們很容易配合其他同學，易受到周圍的

影響，有些學生為了融入課堂環境，故意壓抑學習的意願。於是，教師的

責任相當大，盡量少安排會讓個人受到注目的活動，利用合作或團體活動

來習慣運用目的語，另外，教師可鼓勵班上有留學經驗的學生或學習意願

甚高的學生來引起其他日籍學生的興趣，雖少數日籍學生會排斥出色的學

生，但不少學生對會說外語、積極參與的學生感到羨慕、崇拜的感覺。教

師需提高日籍學生的自信且灌輸給學生「只要努力就可達成」之觀念。 

對在台灣學習華語的學生而言，他們更易融入目的語環境，他們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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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都是對學華語有利的情境，雖然如此，到了目的語國家生活，運用華語

是他們得倚靠的生活工具，因此若自己將華語學得不好或進步的甚慢，這

些心理上的壓力易導致他們對自己失望、失去目標、留學生活不快樂。尤

其來台學習華語的學生，他們的學習意願相當高，而實際的情況與自己的

理想有差距時，學生很容易感到困惑或失控，因此教師須觀察每天的表現

來判斷他們是否需教師多關心。 

另外，許多華語教師憂慮日籍學生對外界的關心不夠多，他們對一般

日籍學生的印象為「較不關心在周圍發生的事情，不接受自己的國家與其

他國家的差別」，與曾經有到過海外留學經驗的日籍學生以及其他國家的

學生比起來，一般日籍學生的國際觀不夠廣，故進行表達個人意見或大家

針對某些話題討論時，對自己了解的事情有限，日籍學生變得很沉默，避

免與他人交換意見。於是，華語教師在課堂上需培養日籍學生的國際觀，

採取簡單的導入方式來使他們好好認識包括目的語之異國的情況。這因為

有些日籍學生若看到其他同學擁有的知識甚豐富，就會感到自卑而不敢在

大家的面前問一些基本的問題。其教學不僅能夠減輕日籍學生自認為無知

的羞恥心，也可漸漸擴大他們的國際觀。 

四四四四、、、、華語教師如何聆聽日籍學生的真心話華語教師如何聆聽日籍學生的真心話華語教師如何聆聽日籍學生的真心話華語教師如何聆聽日籍學生的真心話 

除了教學策略之外，教師應多關心他們的反應，日籍學生不一定會開

口說出自己的想法，且許多華語教師煩惱難以打開日籍學生心胸，也自責

自己教得不夠好，不過只要教師有耐心的去關心學生，有些學生仍是願意

與教師談心。不少日籍學生較不善於開口表達想法，尤其學生的程度仍不

足高時，故教師可利用他們的寫作能力且透過生活日誌來交換師生彼此的

看法，日籍學生十分了解教師的工作相當忙碌，連下課後都不敢去找教師

談心，因此教師可發給班上的學生本子來寫日誌，這樣師生之間不需過度

煩惱上課前或下課後沒有時間好好互動。反而，日籍學生可利用回家的時

間表達對學華語上的煩惱、對教師的看法、與同儕互動上的問題等，教師

則可了解平常在課堂上安靜的日籍學生平常遇到的問題。而這時最重要的

是，教師對學生的回饋，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就需對方的回應，師生之間

需定期交換意見來互動且互相不斷改進所需改善的的地方。此方式可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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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學生感受到教師在關心自己，同時，也可避免等到學期結束後才知道問

題，或是不找教師談就直接到辦公室投訴等。 

另外，教師需注意不能以過度嚴厲的態度對待學生，不能只相信自己

的教學方式是對的，應積極去聆聽學生的意見及想法，使學生知道教師也

有改變的空間，教師並不是萬能的。另外，不少日籍學生不希望當自己表

現好的時候，在其他同學面前讚揚他們，不管教師有沒有惡意的意圖，這

樣做會讓學生受到注目，有些日籍學生會擔心其他同學覺得教師不公平而

抱怨，而可能影響到同學之間的關係，因此教師要讚揚學生時得相當謹慎，

包括班上的其他同學，不得過度欣賞學生個人的表現。 

五五五五、、、、善用善用善用善用日籍學生日籍學生日籍學生日籍學生發揮勤奮發揮勤奮發揮勤奮發揮勤奮、、、、認真的學習態度認真的學習態度認真的學習態度認真的學習態度及同學的特色及同學的特色及同學的特色及同學的特色    

本研究發現不少華語教師觀察班上每位學生的特色，且安排分組的配

對、分配任務。其實，日籍學生個性相當規矩、責任性很高，因此進行分

組活動時，若他們已具有足夠的語言程度，可交給他們責任性較高的任務，

這些任務能夠提高這些日籍學生的自信。若日籍學生較善於做筆記或寫作，

可使他們採訪班上愛聊天、語言程度較高的同學，且請日籍學生整理內容

報告等，這些不只可訓練他們的聽力，仍可向程度較高的學生學習如何表

達自己的意見等講話的技巧。 

若班上的日籍學生沒有留學經驗，第一次與外國學生一起上課，教師

可調整分組的對象，例如，先使日籍學生與同樣來自亞洲國家的學生合作，

等這些日籍學生習慣與外籍學生相處後，漸漸安排使他們與歐美學生合作，

尤其與開朗有趣的歐美學生較能夠幫助日籍學生打開心胸。對從來沒有接

觸外國學生的日籍學生而言，這是一種需鼓勵勇氣的嘗試，他們易被嚇到

而變得退縮。於是，教師幫助日籍學生一步一步的除去日籍學生在課堂上

感到的恐懼，他們會瞭解到同學帶給自己的好處及作用，等他們開始習慣

如何與同學互動，教師就可慢慢多給日籍學生表現自己的機會。 

日籍學生希望教師多給學生發言、同學之間交流的機會，雖然如此，

日籍學生在發表意見、參與討論時時常擔心是否與其他同學發生衝突，因

而他們想避免特定題目。於是，他們希望教師謹慎考慮及提供適合討論的

話題，仔細觀察同學之間的互動，及適當的控制學生的自由表達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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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日籍學生的學習華語意願是相當高的，雖他們與同學想保持和

諧關係，但另一方面他們會將同學當作自己的競爭對手，於是，教師可訓

練日籍學生如何表達並主張自己的意見，一般日籍學生對「討論」有否定

或批評對方之概念，故這是有些日籍學生最不想參與的教學活動之一。若

教師能夠教導日籍學生一些講話及語法技巧，讓日籍學生能掌握語法而不

用擔心話語變成攻擊對方之意。將重點放在「不會傷害對方的表達方式」，

這能夠改變他們對「討論」的概念，且能夠期待他們踴躍參與這些團體活

動。 

六六六六、、、、創造舒適的學習環境創造舒適的學習環境創造舒適的學習環境創造舒適的學習環境以以以以減輕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壓力減輕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壓力減輕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壓力減輕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壓力    

從學習效率的角度來考慮，日籍學生認為小班課是最能夠滿足他們的

學習需求，不過對學習效果的角度來思考，他們在概念上認為同儕的存在

對學習有幫助。因此最理想的是上小班課(大概 2-3 個人)，既沒有過度的

同儕壓力，又可受到少數同學的良好競爭刺激，也不像個人班不需一個人

承受一對一之壓力，這有可能對日籍學生而言，在心理上是最沒有負擔的

模式。 

雖然這對日籍學生而言，是最理想的學習環境，但是，若學校的教學

模式為班上有十幾個到幾十個學生在一起上課，尤其像在日本上語言課，

因班上有太多學生則會造成難以創造學生之間均衡的互動之環境。不少日

籍學生在大班課感到疏離感或失去興趣。若班上有內向的日籍學生不敢在

大家的面前開口說話，教師在課堂上可將學生分一對一等分組來安排會話

練習，其目的可增加他們講話的機會，及可找到易相處的同學，班上有熟

悉的同學助於減少日籍學生感到的同儕壓力，並且能夠刺激他們在課堂上

表現自己的意願。本研究發現，不少日籍學生喜歡兩人一組的活動、玩小

遊戲，於是，教師可經常安排少人數的分組活動，許多日籍學生很願意參

與，是因為少人數的活動促進每個人輪流當主角、可分散注目，且教師可

分配給每位學生小任務，最後也可得到成果，此模式相當適合鼓勵日籍學

生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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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章針對本研究待答問題(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總結研究

結論，以及探討本論文的研究限制、未來發展建議來構思日後研究之發

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一一一一、、、、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 

(一一一一)日籍日籍日籍日籍學學學學生對自生對自生對自生對自我我我我學習表現之評估學習表現之評估學習表現之評估學習表現之評估 

透過本研究，不少日籍學生相當在意自己的表現是否好不好，在意教

師、同儕對自己的看法，「若犯錯就被認為自己的能力不好」、「提問問

題就被認為自己沒有跟上上課內容」，許多日籍學生對自己的表現沒有自

信而過度在意自己在課堂上的定位在哪裡，且易將事情變成負面的結果等

傾向。其實，這些情況大多是自己造成的，有些日籍學生承認「他人並不

是對我怎麼樣，但就是很擔心他們對我有不好的看法」，過度在意別人眼

中的自己而無法好好表現自我，而對自己給的評價較低的原因可能在於日

本人的民族性或社會文化。日本人相當重視「禮貌、謙虛是一種美德」，

自己盡量不要表現太出色、與他人相處和諧一點，主張自我的人反而被認

為較自私、不懂得謙虛。這樣的民族特色、社會文化的環境培養日本人變

得很客氣、且與他人交往得很和睦，但同時日本人給外界的人感到「沒有

自己的意見」、「配合他人且缺乏行動力」等印象。於是，許多日籍學生，

尤其來台學習華語的日籍學生與其他外籍生一起上課後陷入:仿佛自己沒

有堅持的想法而無法與他人競爭、只有自己在意自己的表現好不好等情況。

最後他們體會到為了學好華語，不能只顧他人的臉色，學習外語的過程就

是表達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且不要輸給較脆弱的自己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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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個人相關因素個人相關因素個人相關因素個人相關因素(性別性別性別性別、、、、年齡年齡年齡年齡、、、、程度程度程度程度、、、、留學經驗留學經驗留學經驗留學經驗、、、、使用華語使用華語使用華語使用華語

程度程度程度程度)對個別的學習表現之影響對個別的學習表現之影響對個別的學習表現之影響對個別的學習表現之影響 

透過本研究之整體結果，從「性別」來探討，日籍女學生較易在意自

己在課堂上的表現好不好、使用華語時易感到緊張壓力、擔心在大家的面

前犯錯等，華語教師提到日籍女學生在課堂上相當被動，與其他同學慢熟、

相當安靜等特色。雖日籍女學生較情緒化，對自己華語學習的進度易感到

著急，犯錯或失敗後易感到挫折，不過她們以自己的紓壓方式善於將心情

轉換成正面，因此往自己的目標不斷的邁進等，具有相當堅強的一面。另

外，日籍男學生較活潑、積極的與同學互動，優於讓課堂環境變得活潑，

在語言學習上保持正面之態度，但有些男學生較自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

等，甚至對使用華語表達自己之行為感到羞恥等，難以融入環境的情況也

有，不同性別的學生在表現上有各有各的差異，不過兩組之間未有明顯的

差別。 

對於「年齡」，不同年齡層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表現。20 歲以下與

30 歲以上的學生，這些年齡層的學生較不怕在課堂上犯錯、較不會有對自

己沒有自信等問題，這可能是年紀愈大，他們的社會經驗愈豐富，較不易

受到周圍的影響，如工作般，在課堂上做自己該做的事情。20 歲以下的學

生對異文化的接受度較高，這可能近幾年在日本的教育試著載入「多元教

育」，而在更年輕的階段接觸異文化的知識促進他們變得更開放。21-29

歲之間的學生，其中第一次來台留學的學生她們較無法擺脫在日本的習慣，

較在意他人的眼光、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等，被教師認為被動的機率也甚

高。於是，不同年齡層群之社會經驗、受過的教育模式影響到個人學習的

表現。 

對於「程度」，不同程度的日籍學生在學習華語上有不同表現，初級、

初中級程度的學生在華語課堂上易失去自信，也擔心自己的表現好不好，

自己的語言能力仍未達到某種程度時，對運用華語感到恐懼。中級到中高

級的學生易受到教師、同儕的影響，若遇到適合自己的教師與同學，能夠

消除在課堂上使用華語表達自我的恐懼，對學習華語易感到快樂且在學習

語言的過程中快速成長。最後高級程度的學生，具有足夠的溝通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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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得到自己的學習目標，高級的學生會適當的向同學學習，有問題直接

與教師討論等，他們習得的語言能力讓學生懂得自己處理學習上之問題。

於是，個人具有的語言能力程度對個人學習表現之影響甚大。 

從「留學經驗」來分析，留學經驗的確對個人的成長有影響，有留學

經驗的學生，他們對自己相當有自信，較不怕主張自我意見及與他人衝突，

也懂得享受留學生活，但因留學的目標相當明確，而對自己的表現也較嚴

厲。第一次的留學為台灣的日籍學生，他們較難以適應異文化，遇到文化

衝突反映在課堂表現上為變得沒有精神或不積極參與課堂等，感到心理上

的壓力的學生較多，這樣的學生需教師、當地朋友的協助，才能慢慢適應

目的語環境。對於「使用華語頻率」，使用華語的頻率影響到個人的學習

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接觸華語的頻率高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較願意透過華

語與教師、同學交流，對華語的興趣也較強烈，故較易融入目的語國家的

環境。平常沒有習慣使用華語的學生在課堂上易感到緊張焦慮，甚至感到

不知如何與當地人溝通交際等困擾，且與教師溝通上易誤會教師的意思而

產生交際上的問題。 

(三三三三)日本傳統教育對日籍日本傳統教育對日籍日本傳統教育對日籍日本傳統教育對日籍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學學學外語之影響外語之影響外語之影響外語之影響 

日本的傳統教育包括教師將知識灌輸給學生，專注於讓學生背誦其知

識，也較不鼓勵學生自己思考問題以及表達看法等，較少安排師生、同儕

互動之教育，乃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而不是由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除非教師點名發言，一般學生較少開口提問或發表意見，因此日籍學生之

間較少有機會了解向同學互相學習的思考方式。 

另外，外語課也是同樣情形，尤其英語教育的教學模式造成日籍學生

對透過外語說話感到恐懼感，在日本的義務教育中第一個接觸的外語便是

英語，但學習英語的方式為專注於背誦詞彙、語法，缺乏透過英語實際會

話的練習。因此教學內容變得單調，對許多學生而言，學英語是為了考試

的工具，缺乏學習的樂趣之課程導致日籍學生失去興趣，學了這麼多年只

會說幾句的英語，其事實令他們感到相當挫折。還有，日語與英語在語言

結構上的差別，尤其英語的發音也是日籍學生易感到煩惱之問題，想認真

學會英語的發音，而在課堂上積極模仿其發音，卻被其他同學嘲笑或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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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負面的反應，這些努力學習的學生受到打擊，變得畏縮。此情況也是日

籍學生較堅持發音發得一定要很好，在大家的面前說華語時易感到緊張的

原因之一。 

這樣的課程導致學生被動的參與課堂，學生之間也只能以考試上的成

績來判斷比彼此的能力，日籍學生在意考試分數之習慣，可能是在日本的

教育中被培養出來的。不少華語教師也注意到「日籍學生未訓練過習慣對

話題深入的思考且了解自己對其話題的看法」，還有「看起來日籍學生不

關心其他學生發言的內容」等，在日本的教育中較缺乏師生、同儕互動的

交流機會，這些環境也可能造成他們習慣只是「聽下去」，聽了後吸收知

識，但未培養出接下來思考意見之習慣。故日籍學生常被認為缺乏具有國

際觀，對外界不了解的事情甚多。從日本的教育改善載入培養日籍學生的

國際觀的教學方式，注重訓練交際能力，這樣才能加強日籍學生個體的自

信及自尊心。 

二二二二、、、、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師生互動 

(一一一一)日籍學生對教師日籍學生對教師日籍學生對教師日籍學生對教師之看法之看法之看法之看法 

    對在日本受過多年的傳統教育之日籍學生而言，「教師」在教室裡的

地位甚高，由教師來掌握課堂，教師決定何時讓學生回答問題，且學生須

舉手才能講話。因此在課堂上大部分的時間，學生照教師的計畫及指示默

默的聽教師講課及做筆記。如此教學模式導致缺乏與教師互動，無法以平

等的地位交換意見，鼓勵學生自己思考問題而解決。在日本的教師並不是

個導師的角色使學生自由發揮，而是負責不斷將知識灌輸給學生，且在全

方面管教學生之角色。這些教師的教學方式造成學生變得被動、針對問題

較不習慣以自己的邏輯思考方式等問題。教師在課堂上的地位、缺乏互動

的教導方式導致日籍學生與教師之間存在著距離，心裡覺得「不該打擾教

師教書的進度」、「這麼簡單的問題不該拿出來提問」等想法造成日籍學

生易將在課堂上的問題自己處理。這是一種日籍學生尊重教師的方式，要

禮貌一點、聽從教師的話，免得教師給自己不良的評價。經過本研究，不

少日籍學生，尤其在日本上課的甲校學生希望與活潑、有趣的教師一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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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語言教師不該與一般的教師般注重灌輸知識，他們希望能夠快樂的學

習語言，且如朋友般與教師互動。雖然這是相當理想的師生關係，這也能

夠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不過，有些上過不同類型的華語教師的課程之學

生認為，師生關係親密導致將師生之間的地位混亂，出現學生不專心學習、

教師難以掌握課堂等問題。於是，對日籍學生而言，需教師適當的關心及

鼓勵，但保持一定的距離可避免師生雙方感到負擔。 

(二二二二)華語教師對日籍學生華語教師對日籍學生華語教師對日籍學生華語教師對日籍學生、、、、其他國家學生之看法其他國家學生之看法其他國家學生之看法其他國家學生之看法 

經過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大多華語教師認為日籍學生的印象為學習態

度很勤奮，作業、考試的準備相當周密等，與其他國家的學生比起來，日

籍學生傾向於持續努力、追求完美，尊重教師而對教師相當有禮貌。不過，

華語教師觀察到日籍學生與其他外籍同學一起上課時，較明顯的看得出來

日籍學生對自己較沒有自信，他們很少主動開口表達自己的意見且配合其

他同學的意見，在課堂上易感到緊張壓力而無法好好發揮自己具有的能力，

因此教師有時透過語言、教學策略來鼓勵日籍學生。有些華語教師提到其

他國家的學生，尤其來自歐美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學習態度相當積極，他

們習慣主張自我，對不同領域的話題都能夠思考並表達意見，教師自然感

受到西方學生與東方學生之差別。另外，至於來自亞洲國家的學生，他們

與日本人一樣是東方人，但他們在課堂上喜歡開開心心的上課，希望與教

師、同學分享生活上的瑣事。個性開朗的亞洲國家學生不少，也較不怕犯

錯並且積極的參與課堂，故華語教師常覺到日籍學生較自閉、怕失敗的情

況較明顯。雖大多教師認為日籍學生在課堂上感到的心理壓力較高，不過

教師們提到其他外籍生在課堂上遇到的問題也不少，例如，不尊重教師、

刻意與教師挑戰、較偷懶、不愛考試、寫作業等，對待每個國家的學生都

有不同教學上之問題，並不是只有日籍學生的問題較大。 

(三三三三)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所認為的師生之間存在之互動問題所認為的師生之間存在之互動問題所認為的師生之間存在之互動問題所認為的師生之間存在之互動問題 

經過本研究發現，對不少華語教師而言，與日籍學生的互動是個不簡

單的事情，到最後師生互動存在著疑慮，也捉摸不到日籍學生真正的想法。

日籍學生對教師相當客氣、在課堂上批評或挑戰教師的行為相當少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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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臉上的表情也似乎不見有任何問題，大多日籍學生對事情不會有強烈的

反應，當下默默不反映，這是一般日籍學生在課堂上的反應。不過，教師

相當了解日籍學生其實對不能接受的事情甚敏感，其包括教師的教學方式

(安排活動、點名、糾正、語氣等)，日籍學生對教師的某些行為感到不合

理，可能當場不會反應，而採取自己調整心情或直接到辦公室告狀等方式

來處理事情。這些日籍學生的態度使不少華語教師感到困惑，華語教師認

為「若學生對教師的教學方式、行為感到不滿意，直接告訴教師或在課堂

上與同學一起討論才會有解決的辦法」，不過，日籍學生雖對課堂有不滿

的部分，不直接找教師談的原因為「畢竟是位教師，不該直接告訴教師不

滿的地方」，有些日籍學生擔心傷害教師的自尊心及破壞師生關係，另一

種為「告訴教師不滿也可能情況不會好轉」，有些日籍學生認為教師也是

人，人都有情緒及缺點，加上每天教書相當忙碌，所以教師不一定會改進。

其放棄的行為包括:有的日籍學生曾經試過與教師表達意見卻未看到教師

解決問題。在課堂上較無法看到日籍學生明顯的反應，這使華語教師感到

師生互動上存在疑慮，教師也自責自己教得不足之原因。 

三三三三、、、、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同儕互動 

(一一一一)同學的存在帶來日籍學生的語言學習之效果同學的存在帶來日籍學生的語言學習之效果同學的存在帶來日籍學生的語言學習之效果同學的存在帶來日籍學生的語言學習之效果 

本研究發現日籍學生相當重視同儕之間的關係，對日籍學生而言，同

儕的概念不是單一的，同儕包含威脅的負面因素，另一方面包含學習對象

等正面因素。不少日籍受試者提到「在日本上課時，不敢犯錯，因為被其

他同學取笑」或「若自己在課堂上積極點，被其他同學以異樣的眼光看」，

從同儕間默默的受到威脅，壓抑日籍學生自在地表達自我，不管在一般的

上課或語言課，在課堂上儘量不受到大家的注意，不要採取出色的行為。

如此情況造成日籍學生在日本上語言課時，上課變得無趣、無法得到自己

所理想的效果，可見日籍學生在課堂上受到的同儕壓力相當大。 

另一方面，語言學習需漸漸努力進步的漫長的過程，個人學習的差異

甚大，進步的速度也完全不同，這些因素可能使日籍學生在意自己與他人

的能力差別、自然的跟其他同學學習技巧，對他們而言，同儕是個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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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模範。日籍學生傾向於對學習能力高的學生懷抱崇拜的感情，這同時

刺激自己的學習意願且提高競爭力，為了靠近或超越模範的對象，默默地

努力學習。其力量也能夠改變他們對學習的態度，吸收他人學習的方式，

擺脫自己自閉內向的心態，來到國外更接觸不同背景的同儕，其傾向愈來

愈變高。於是，本研究得知不管是負面或正面的因素，日籍學生在語言學

習的過程中受到的同儕關係對他們的學習相當重要。 

(二二二二)班級類型班級類型班級類型班級類型(日本人單一班日本人單一班日本人單一班日本人單一班、、、、與外國人一起的混合班與外國人一起的混合班與外國人一起的混合班與外國人一起的混合班)對日籍對日籍對日籍對日籍

學生學習之影響學生學習之影響學生學習之影響學生學習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多日籍學生認為班級類型的差別對日籍學生在學

習華語上的表現影響甚大，可說班級的類型左右他們是否能自在的參與課

堂，及能夠提高他們的學習意願，且真正有感受到得到學習效果。本研究

出現幾個明顯的差別為:甲校的學生，他們通常在日本的大學上華語課，

班上有二十幾到三十幾個日籍學生一起上課，而中上的受試者以前幾乎沒

有經驗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起學習語言。尤其在初級階段自己的語言能力

仍不足時，對同學的依賴度自然的變高，不懂的時候可馬上問其他日籍同

學，他們認為與同一個國籍的學生一起上課使他們放心，日本人的跟隨他

人之習慣也有所影響到他們這樣的行為。甲校的日籍學生在頭腦裡知道

「語言學習就是需突破，才能得到自己所理想的成果」，但是對無法操作

華語的不安使這些日籍學生覺得「與日籍學生一起上課較舒適」。 

至於乙校與丙校之間的共同點為，許多日籍學生認為「來台學習華語

之前，在日本學習語言就是上日本人的單一班，那時一直在意其他同學的

眼光，要配合周圍的同學，根本沒有勇氣主張自我」，不過，一旦與其他

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他們認為混合班的環境絕對對語言學習有利，與不

同國籍的學生一起上課能夠幫助擴大他們的國際觀，且給予日籍學生開始

思考如何代表日本這個國家之機會。因此在混合班不只能吸收國外的知識，

更有機會使整個人成長，故個人可得到的收穫甚多。這就是有經驗來台上

混合班的語言課之學生，他們認為「要是要學好語言，絕對希望在混合班

上課」。於是，本研究發現在不同地區學習華語的學生對班級類型的看法

不同，而學習課堂的環境能夠改變學生對學習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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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一一一、、、、    問卷設計的考量問卷設計的考量問卷設計的考量問卷設計的考量    

155 位問卷受試者其中有兩位反應，有些題目內容稍嫌相近，因此研

究者將後續研究中進一步精緻化問卷的題目設計。 

二二二二、、、、錄影錄影錄影錄影觀課記錄觀課記錄觀課記錄觀課記錄的蒐集來源不均的蒐集來源不均的蒐集來源不均的蒐集來源不均    

關於錄影觀課記錄的部分，本研究收集到的資料來自於兩校，其中甲

校提供研究者錄影紀錄之機會，另外到丙校能夠有機會收集到觀課記錄資

料。關於乙校，為了尊重校方的權益，未收集到乙校之資料，因此這次收

集資料來源不均，而無法確實的檢討三個層面的研究。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未來發展建議未來發展建議未來發展建議未來發展建議 

一一一一、、、、    針對日籍學生的成長地區的背景進行後續研究針對日籍學生的成長地區的背景進行後續研究針對日籍學生的成長地區的背景進行後續研究針對日籍學生的成長地區的背景進行後續研究    

研究者在本研究針對個人背景變相(性別、年齡、程度、留學經驗、使

用華語的頻率)與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動)之間的關係進

行研究，不過，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日籍學生在日本的出生地

與個性有密切的關係，在某些地區出生長大的學生，他們的個性相當活潑、

積極，這些學生在三個層面顯示表現相當正面，研究者認為這次的發現值

得去發展研究，出生長大的地區如何影響到個人的個性，及對比各個不同

地區背景的學生在語言學習上的表現。 

二二二二、、、、    同時同時同時同時採用日籍學生在採用日籍學生在採用日籍學生在採用日籍學生在當地當地當地當地上上上上語言語言語言語言課的資料課的資料課的資料課的資料進行分析進行分析進行分析進行分析    

於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皆是在台灣的學校收集的，甲校的學生平常在

日本的大學學習華語，他們參加短期華語研修班來台學習華語，乙校、丙

校的學生目前在台灣的學校學習，於是研究者透過訪談了解這些學生現在

或過去在日本的學校上課的情況。雖然這些資料皆是值得參考的，不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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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未親眼看到日籍學習者在日本上課的現況，於是，若要深入的研究

題目，研究者需到日本的學校進行課室錄影記錄，且觀察日籍學生在課堂

上的表現、師生互動上的問題等，這樣才能更深入比較日籍學生在台、日

學習上之差別，可得到更多的證據且了解多方面的傾向。 

三三三三、、、、    針對日籍學生與外籍學生研究他們的學習表現之差別針對日籍學生與外籍學生研究他們的學習表現之差別針對日籍學生與外籍學生研究他們的學習表現之差別針對日籍學生與外籍學生研究他們的學習表現之差別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日籍學生與華語教師，請他們將日籍學生與外籍

學生的差別比較且描述，加上研究者透過課室觀課來觀察他們對學習的態

度，不過要深入了解外籍同學對課堂因素(個人因素、師生互動、同儕互

動)有限，也變得相當抽象。於是，日後將在同樣學習環境學華語的日籍

學生與外籍學生抽樣，並發放問卷、訪談等方式來了解外籍學生對學習華

語的心態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這樣才能知道日籍學生與外籍學生之差

別，及日籍學生得改善的課題。 

四四四四、、、、將研究結果應用到實際教學將研究結果應用到實際教學將研究結果應用到實際教學將研究結果應用到實際教學    

這次研究限於調查及探討「影響日籍學生於華語課堂表現之因素」，

未進行實際教學研究。研究者相信將本研究的成果及教學建議運用在實際

教學上與日籍華語學習者互動才能更確定的了解本研究是否有真正的成

果，並且可得知本研究不足的地方。於是，希望日後有機會在課堂上應用

研究者所學到的知識，及發現更多值得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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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 
  學習華語的學生們，您好。我是目前就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的學生，笹川優子。這次為了收集畢業論文的研究

資料，請日籍華語學習者填寫簡單的問卷。其主要內容為「探討日籍學

生於華語課的師生互動中感到的壓力、焦慮因素，及其心理障礙對學習

造成的影響」。關於收集的資料，其用途純粹為個人研究，請您放心提供

寶貴的意見。感謝您的協助! 

                                                                                                                                                                            

                                                                                                                                                                                        2012年 3月 20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笹川優子 

            

一、個人資料  (請您檢查是否有全部作答) 

 

1.姓名:                       

2.性別：  男性  女性                         

3.華僑：  是    否 

4.年齡： 20歳以下 21-25歳 26-30歳 31歲以上       

5.學歷: 高中  職業學校 兩年制大學、四年制大學 研究所 其他 

6.職業： 學生  上班族  家庭主婦  其他  

7.目前會說的語言：（請依照流利度填寫說得最好的寫 1 其次寫 2 依此類推。） 

   1._________2._________3._________4_________5________ 

8.您是否有到其他國家留過學的經驗:  

 是(國名、期間    ) 其班級的類型 :○A 日本人專班 ○B 混合班  否 

9.学華語的期間：________ 年_______個月 

10.目前的華語程度: 初級  初中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11.現在擁有的檢定: TOCFL    級  HSK    級  中國語檢定    級   

12.是否在家裡會說華語: 是(跟誰:______________ )   否 

13.在現在的學校修(修過)的華語課名稱(例：華語寫作課、會話課等等): 

                                                                     

14.是否在其他國家修過華語課： 是(国名  、期間     ) 否(請跳過 15)    

   其班級的類型: ○A 日本人專班  ○B 混合班 

15.在其他國家受過的華語課程名稱(例：華語寫作課、會話課等等): 

                                                                       

16.不喜歡的類型(可重選): 聽 說 讀 寫 

17.學華語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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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個人表現的問題  (請您檢查是否有全部作答)    

                        (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1.我喜歡上華語課，也很投入課程。                           

2.我容易融入且適應環境，不覺得有被孤離的感覺。              

3.上課時會緊張，因為擔心自己的表現不夠好。                 

4.上課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用非母語表達會緊張。             

5.上課時不想表達自己的意見，擔心大家認為我很自大。           

6.課堂上之負面氣氛很容易影響到我的表現及態度。               

 (例如: 沒有活力的氣氛 被壓抑的氣氛 無趣的氣氛 其他         ) 

7.上課時怕說錯，擔心大家覺得我的能力差。                             

8.上課時總在意別人看我的眼光且隱瞞真正自己的感受。                 

9.上課時有問題敢馬上問老師，不覺得這打斷學習進度。                  

10.中文程度愈高愈敢發表意見，因對自己有自信。               

11.其他學生比我表現得很好，讓我的表現會變得畏縮。                                                  

12.上課時不應該太積極，怕被認為與眾不同。                   

13.我對自己的期望很高，為了將中文學好，要擺脫自己。           

14.既然自己的想法與別人不同，我也可以表達出來。              

15.我喜歡與別人競爭，這樣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                                                                                 

 

三、關於與教師互動上的問題  (請您檢查是否有全部作答) 

                        (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1.我對老師的期望很高，我認為老師會左右我的學習成果。          

2.希望老師總有活力，保持積極的態度。                          

3.若老師的教學態度較嚴厲、沒有笑容，會讓我緊張。            

4.即使我學得不好，但也不希望老師忽略我。                     

5.希望老師常給師生、同學互動交流且合作的機會 。              

6.希望老師不要在大家的面前將自己與其他學生比較。                     

7.希望老師不要在大家的面前糾正我的錯誤。                                                       

8.希望老師讓我發表意見時有耐心，因為快反而會緊張。                  

9.希望老師讓我最後一個發表，因我要做好心理準備。              

10.希望老師多給我機會發言，我會積極發言。                              

11.不希望老師讓學生討論敏感的問題，這是老師的責任。           

12.若我的表現良好，希望在大家的面前欣賞我。                                           

13.我很在意老師是否以公平的態度對待學生。                            

14.希望師生的關係很開放，不希望如刻板印象的老師 。            

15.希望老師多了解日本學生的特質，而應運用於教學上。           

                                                                  

 



 

-194- 

四、關於與同學互動上的問題   

                        (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尚可 同意 非常同意) 

1.與大班課比較，我較喜歡個人學習，這樣比較有效率。          

2.同學之間的熟悉度會影響到自己的表現。                      

  (例如:與同學很熟，自己的表現變得很自在/若同學都不熟，變得畏縮等等。)  

3.希望課堂只有日本同學，這樣我比較放心表達自我。             

4.說錯時怕被同學取笑，感覺沒有面子。                         

5.與同學討論時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覺得我沒有自我。            

6.與同學一起上課壓力甚大，不想輸給其他同學。                         

7.不想在其他同學面前發表意見，覺得很害羞且不自在。                 

8.不想與其他同學交流意見，擔心我們的意見不合。                      

9.不想與同學討論敏感的話題衝突，怕影響到之後的關係。          

10.不想在大家的面前表達自己的意見，怕被認為我自大。                     

11.不想與同學互動合作，因對自己的語文能力沒自信。            

12.若其他同學控制發言，雖我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敢插嘴。          

13.若班上同學很安靜，沒有人開口時，自己也不敢開口。                   

14.與同學上課時，總注意尊重其他人且和諧。                    

15.其他學中文的學生之存在帶給我更好的刺激。                  

 

 

關於如上題目，若您有什麼意見或經驗願與我分享，請您寫在下面，謝謝! 

  

                                                                          

 

                                                                        

 

                                                                       

 

                                                                         

 

                                                                                

                             

                           謝謝您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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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日文版日文版日文版日文版) 
中国語を学習している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の度修士論文の研究資料収集のため、日本人中国語学

習者の方に簡単なアンケートをお願いしています。アンケートの主な内容は「日本人中国語学習者が授

業時に感じるプレッシャー．不安など、その心理的障害が学習に及ぼす影響」についてです。収集した

資料は論文研究にのみ使われますので、どうぞ安心して記入して下さい。御協力に感謝致します。 

                                                                                                                                                                                2012 年 5 月 3日 

              国立台湾師範大学修士課程中国語教育研究学科  

笹川優子 

                 

一.個人情報  (番号がある場所は当てはまる部分を黒く塗り潰して下さい。) 

1.氏名:                       

2.性別： ① 男性  ② 女性                         

3.華僑： ① 是    ② 否 

4.年齢： ① 20 歳以下 ② 21-25 歳 ③ 26-30 歳 ④ 31 歳以上       

5.学歴： ①高卒  ②短大·大卒  ③院卒  ④その他 

6.職業： ① 学生  ②会社員 ③専業主婦 ④その他 

7.現在話せる言語：（流暢に話せる順に書いて下さい。母語を含む。） 

   1._________ 2._________ 3._________ 4._________ 5.            

8.他の国に留学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① 是(国名     期間      ) ② 否 

  その時のクラス体系 : ○A 日本人のみ ○B  他の外国人学生と混合   

9.中国語学習期間：________ 年_______ヶ月 

10.現在の中国語レベル: ① 初級  ② 初中級  ③ 中級 ④ 中上級  ⑤上級 

11.現在持っている検定：① TOCFL   級  ② HSK       級 ③ 中国語検定   級 

12.家の中で中国語を話しますか: ① 是(誰と:______________ )  ② 否 

13.現在の学校で履修している(したことがある)中国語授業名: 

                                                                        

14.現在の学校以外で中国語を勉強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母国を含む)： 

   ① 是(国名         期間            )  ② 否  

   その時のクラス体系:  ○A  日本人のみ ○B 他の外国人学生と混合 

15.現在の学校以外で履修した中国語授業名 ※14で否と答えた人は飛ばして下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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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っていたテキスト名を書いても構いません) 

                                                                            

16.中国語の授業で苦手な分野(複数回答可):  ① 聞く  ② 話す  ③ 書く  ④ 読む 

17.中国語を始めた動機:                                  

二.あなたが中国語授業に臨む態度  (当てはまる番号を黒く塗りつぶして下さい。 

(①全く当てはまらない②当てはまらない③まあまあ ④当てはまる ⑤非常に当てはまる) 

         

1.中国語の授業を受けるのが好きである。    ① ② ③ ④ ⑤ 

2.授業環境にすぐ溶け込めるので、孤立している感じは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3.自分はうまく表現できていないのではと思い緊張する。    ① ② ③ ④ ⑤ 

4.中国語を使用する時は緊張するので、うまく発言でき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5.目立ちたがりだと思われないよう、意見はあまり発言し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6.クラスの雰囲気がマイナスだと学習態度に影響する。     ① ② ③ ④ ⑤ 

どんな雰囲気が？: ①活気のない雰囲気  ②緊迫した雰囲気  ③面白みの無い雰囲気  ④その他         

7.周りの自分への評価が気になり、言い間違えるのが恐い。  ① ② ③ ④ ⑤ 

8.周りの目が気になるので、自分の本当の気持ちを隠してしまう。 ① ② ③ ④ ⑤ 

9.授業の途中であれ、問題があればすぐに先生に聞く。 ① ② ③ ④ ⑤ 

10.中国語の能力が上がると自分に自信がついて発言したくなる。 ① ② ③ ④ ⑤ 

11.他の学生が良くできていると、怖気づいてしまう。 ① ② ③ ④ ⑤ 

12.周りの人と同じ様に振舞い、目立た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る。  ① ② ③ ④ ⑤ 

13.中国語をマスターするためならどんな難題も克服できる。  ① ② ③ ④ ⑤ 

14.自分の意見が人と違っても、恐れず発言できる。  ① ② ③ ④ ⑤ 

15.自分の能力を高めるため、人と競い合うのが好きだ。  ① ② ③ ⑤  ⑥  

三.中国語教師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ついて 

 (①全く当てはまらない②当てはまらない③まあまあ ④当てはまる ⑤非常に当てはまる) 

         

1.言語習得において教師の役割は大きく、教師への期待は高い。    ① ② ③ ④ ⑤ 

2.いつも活発で、積極的な教師が好きだ。     ① ② ③ ④ ⑤ 

3.授業態度が厳しく、笑顔がない教師の前だと緊張する。       ① ② ③ ④ ⑤ 

4.もし自分が授業についていけなくても、避けないで欲しい。 ① ② ③ ④ ⑤ 

5.教師は生徒と教師、生徒同士の交流の機会を多く作るべきだ。  ① ② ③ ④ ⑤ 

6.教師は授業中生徒同士を比較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7.他の生徒の前で間違いを正さないで欲しい。 ① ② ③ ④ ⑤ 

8.意見を発表する時、急かさず辛抱強く待って欲しい。  ① ② ③ ④ ⑤ 

9.発言する時には心の準備が必要なので、最後に当てて欲し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97- 

10.生徒が積極的に発言する機会を与えて欲し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1.討論をする時生徒の間で衝突が起きない様テーマに気を配るべきだ。  ① ② ③ ④ ⑤ 

12.自分がよくできた時は、他の生徒の前で評価して欲し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3.教師が生徒一人ひとりに公平に接しているかを重視する。 ① ② ③ ④ ⑤ 

14.教師と生徒の間には上下関係などの距離感が無い方が良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5.教師は日本人生徒の特徴をよく理解し、授業に生かすべきだ。  ① ② ③ ④ ⑤ 

                                                                    

四.中国語授業におけるクラスメート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ついて  

(①全く当てはまらない②当てはまらない③まあまあ ④当てはまる ⑤非常に当てはまる) 

         

1.多人数クラスより小人数クラス、１対１の方が学習効率が高いと思う。     ① ② ③ ④ ⑤ 

2.他の生徒との仲の良さが自分の授業態度に影響する。    ① ② ③ ④ ⑤ 

(例:親しい生徒に囲まれていると，気楽な態度で授業に臨める/ 

あまり親しくない生徒に囲まれていると、緊張して授業に臨む態度が消極的になる。) 

3.クラスに日本人学生だけの方が安心して自分を表現できる。  ① ② ③ ④ ⑤ 

4.言い間違えた時、他の生徒に笑われるのが恐い。  ① ② ③ ④ ⑤ 

5.討論をする時、自分の考えに自信がなくて意見をはっきり言え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6.他の生徒には負けたくないし、自分は常に優位に立っていたい。   ① ② ③ ④ ⑤ 

7.他の生徒の前で意見を発表する時、恥ずかしいし居心地が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8.他の生徒と意見が合わないと困るので意見交換したく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9.関係悪化を避けるため、衝突が起こりうる内容は討論したく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0.周りに得意げだと思われるのが恐くて、意見を発言でき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1.自分の能力に自信が無いので、グループワークをしたく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2.他の生徒が発言権を握っていると、自分の考えがあっても言え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3.他の生徒が誰も発言せず、静かだと自分も発言しない。  ① ② ③ ④ ⑤ 

14.授業中常に他の生徒を尊重し、友好な関係を保っている。  ① ② ③ ④ ⑤ 

15.他の生徒の存在が中国語を学ぶ上で良い影響になっている。  ① ② ③ ⑦  ⑧  

 

以上の項目に関する内容で、ご自身の経験やご意見がありましたらぜひお聞かせ下さい。 

中国語の授業に限らず、他の言語を習得する過程で感じた事、海外留学の経験や外国人学生との交流か

ら感じたことなどでも構いません。  

 

                                                                                     

 

                                                                                    

 

      アンケートはこれで終わりです。ご協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98- 

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訪談題目訪談題目訪談題目訪談題目(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1. 您所感到的、觀察到的日籍學生在語言學習上的障礙，缺點是什麼? 日籍學

生具有的性格特質是什麼(例如:沉默、藉外語講話很害羞、表達意見會考慮

別人的反應等)? 

 

2.您平常以什麼樣的心態上課?上課時常會感到緊張或壓力嗎?什麼樣的因 

  素會讓您覺得緊張害怕 (例如:老師、同學的態度、學習進度、學習氣氛等等) ? 

 

3.當您遇到上述情況時，您會如何擺脫不舒適感，如何自我調整? 

 

4.其他同學(其他國家的學生)的存在如何影響到您的學習?與同學(其他國家的 

  學生)一起上課的優缺點是什麼?  

 

5.您是否感到因受許多年的日本傳統教育的影響，您的學習行為在上華語課時受 

  到許多限制 (例如:不敢開口說話、隱藏自己的意見且配合其他同學、 

  儘量避免出色等等) ? 

   

6.若您有以下兩種經驗，一為與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的環境，另一種為班上 

  只有日本人 的學習環境，您比較喜歡哪一個學習環境? 另外，哪一個情況讓  

  您覺得自在或有自信、自己的表現比較好? 

  

7.您認為在學英語或其他語言的過程中會遇到學習障礙(擔心失去面子、怕說錯、       

不敢發言等)嗎?還是學華語的時候才會遇到這些問題? 

  

8.您與華語教師於溝通上有什麼樣的問題 (例如:老師聽話時沒有耐心、不尊重 

  學生的個性、不考慮學生的進度) ? 

 

9.您是否曾經有經驗無法融入課堂環境，或好像被忽略的感覺?您所理想的華語 

  課的環境(包括老師、同學)是什麼樣的?  

 

10.您認為日籍學生以什麼樣的心態保持自我，融入與師生交流的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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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訪談題目訪談題目訪談題目訪談題目(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華語教師) 
 

1.您對常接觸到的日籍學生之印象如何?與其他國家的學生(同學)，尤其是西方 

  學生比起來，差別在哪(例如:日籍學生沉默而較不知在想什麼、避免發言、無    

  法表達自我、怕失去面子、具有比較敏感的特質等等)? 

 

2.您班上的日籍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同學)上課時可看出覺得緊張、害怕失 

  敗、缺乏自信嗎?這種特質會造成您於教學上的困擾嗎? 

 

3.您認為哪些因素導致他們在課堂上感到的不安(例如:與老師、同學之間的關係

等環境、個人的特質、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傳統教育之影響等)? 

 

4.請您以您的觀察及教學經驗來分析，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韓國、印尼、泰國、 

  越南等)也會有類似的傾向及特徵嗎? 日籍學生特別突出的問題是哪些? 

  

5.曾經是否有經驗您的行為或言語導致日籍學生對學習負面的效果，也導致 

  師生之間產生不良關係嗎(例如:糾正日籍學生的錯誤、無意識的不給日籍學 

  生發言的機會、打斷話題等等)? 

 

6.您班上的日本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同學)互動得如何?他們因個性害 

  羞、對自己的語言能力沒有自信等問題是否導致無法達成理想的學習目標嗎? 

 

7.您認為進行何種教學活動時，會遇到跟日籍學生的特質．習慣有關的問題(例 

  如:上台報告、同學討論議題等)? 

 

8.您認為進行何種教學活動時，日籍學生較踴躍參與，發揮他們的優勢? 

 

9.您是否有特別針對日籍學生採取的教學策略嗎?從您的經驗來看，採取什麼樣 

  的策略能夠減輕他們心理上的壓力及焦慮可看到效果(例如:保持笑容、溫柔的 

  態度、給他們思考的時間、最後點名等)? 

 

10.您認為與日籍學生互動溝通上的問題及困擾是什麼(日籍學生的要求很多、完 

   全不表達真正的想法、過度在意失去面子等等)?教師應該留意哪些事情?另 

   外，為了擺脫刻板印象，日籍學生應如何保持心態參與語言學習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