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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 究 設 計 與 實 施 
 
本章探討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實施，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對象；

第二節述說研究流程；第三節說明資料蒐集的方法；第四節陳述資料的處理與分

析；第五節規範研究之信效度；第六節說明研究倫理，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 究 對 象 

 
本研究以筆者分別於 94年 7月 4日及 95年 7月 2日帶領及辦理加拿大遊學

團之參加學生為本個案的研究對象。遊學團係桃園縣立凌雲國民中學主辦，智意

教育中心協辦，其年齡介於 13－17歲之間，團員皆經由自由報名參加的方式組
合而成，團員間報名前並未相識，在遊學團說明會、行前課程及行前座談會，因

此才有了第一次接觸。研究者亦是在遊學團說明會、行前課程及座談會時，才與

團員首次碰面，經由說明會、行前課程及行前座談會的進行，研究者與團員間、

團員與團員之間有了第一次的互動與初步了解。 
    本遊學團 94年共有 22人，其中 21人就讀國中一、二年級，另有 1人就讀
高中二年級，團員年齡介於 13－17歲之間，研究者擬探究的對象為國民中學在
學之人員為主，其中 1人系高中學生應予排除，因此適於本文研究對象有 21人；
95年共 12人就讀國中一、二年級，團員年齡介於 13－16歲之間，亦適於本研
究的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近兩年本校辦理遊學團的學生成員為研究對象，這節依序將

94年度遊學團成員及 95年度遊學團成員暨研究對象分述如下： 
 
 
壹、九十四年度研究對象 
 
為對本個案研究對象有個粗略的概念與了解，乃將學生作一簡單的勾勒，俾

使對研究對象有一個概略的印象。至於學生個人的描述與分析，則至下一節。（參

考表 12） 
 
表 12   94年研究對象的勾勒 

 

學生代名 性別 年齡 特                 徵 就讀年級 備  註 
 
Alex 

 

 
男 

 
14 

172公分，瘦高，喜歡籃球，
粗心大意，有時很靜，母親

任職國中老師 

 
國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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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男 

 
14 

170公分，善解人意，有禮
貌，大方主動，好相處，阿

姨擔任國小家長會 

 
國中二年級 

 

 
Amy 

 

 
 女 

 
14 

165公分，身材粗獷，個性
中性，常和男同學互動，脾

氣稍欠佳 

 
國中二年級 

 

 
Wendy 

 

 
 女 

 
14 

154公分，常很安靜，說話
稍口吃，認真負責，母親任

職私立高中 

 

國中二年級 

 

 
Aaron 

 

 
 男 

 
13 

170公分，長得帥氣，喜歡
籃球，目前有一位學姐女

友，有時不聽從父母話 

 
國中一年級 

 

 
Babei 

 

 
 男 

 
13 

174公分，身體瘦高，田徑
選手，喜好籃球，父親任職

國中老師，母親職員 

 
國中一年級 

 

 
Yuonne 
 

 
 女 

 
13 

154公分，身體矮小，白白
淨淨，男同學喜歡互動，是

Alice的姐姐，母親很關心 

 
國中一年級 

 

 
Bach 

 

 
 男 

 
13 

160公分，身體較矮小，管
樂班學生，平時話很多，母

親任職國小人事 

 
國中一年級 

 

 
Jack 
 

 
 男 

 
13 

165公分，胖胖壯壯，擔任
學校自治市幹部，能力很

強，樂觀主動，獨立性很強

 
國中一年級 

 

 
Gina 
 

 
 女 

 
13 

163公分，長得瘦高，男同
學很喜歡互動型，有耐心，

同學稱很小氣 

 
國中一年級 

 

 
Jackson 

 

 
 男 

 
13 

164公分，性格開朗，外向
大方，話很多，喜歡籃球，

脾氣有時欠佳 

 
國中一年級 

 

 
Jade 
 

 
 女 

 
13 

156公分，長得白淨，內向，
平時很靜，不主動和他人交

談，容易緊張 

 
國中一年級 

 

 
Galileo 
 

 
 男 

 
13 

165公分，中等身材，開朗
外向，心情較不穩定，喜打

棒球及電腦 

 
國中一年級 

 

 
Leslie 

 
 女 

 
13 

154公分，長得個子稍矮
小，話不多，不善言詞，不

 
國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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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表達，母親很關心 
 
Brooka 
 

 
 女 

 
15 

高中一年級學生，是 Peter
的姐姐，外向健談，心情急

燥 

 
高中一年級 

 

 
Dani 

 

 
 女 

 
13 

155公分，個子稍矮小，是
Stephaine的妹妹，專門學舞
蹈，父母很關心 

 
國中一年級 

 

 
Kari 

 

 
 女 

 
14 

163公分，長得稍高瘦，很
安靜，但很懂事又有禮貌，

父親服務警界 

 
國中二年級 

 

 
Taleban 

 

 
 男 

 
14 

166公分，中等身材，喜歡
在頭髮上及外表費心，話很

多，常主動與女同學互動 

 
國中二年級 

 

 
Mllie 

 

 
 女 

 
13 

165公分，長得高高瘦瘦，
很安靜，很懂事很有禮貌，

會主動學習 

 
國中一年級 

 

 
Sara 
 

 
 女 

 
13 

156公分，白白淨淨，開朗
活潑可愛，很懂事有禮貌，

母親任職國中老師 

 
國中一年級 

 

 
Tang 
 

 
 男 

 
13 

163公分，好動話多，個性
急燥又衝動，易和同學不

和，母親任職國中老師 

 
國中一年級 

 

 
 
貳、九十五年度研究對象 

 
為對本個案研究對象有個粗略的概念與了解，乃將學生作一簡單的勾勒，俾

使對研究對象有一個概略的印象。（參考表 12－1） 
 

表 12－1   95年研究對象的勾勒 

學生代名 性別 年齡 特                 徵 就讀年級 備  註 
 
Boss 

 

 
男 

 
14 

162公分，胖胖壯壯，擔任
學校自治幹部，能力很強，

樂觀主動，獨立性很強 

 
國中二年級 

 

 
Heli 

  
 男 

 
14 

164公分，中等身材，開朗
外向，主動學習，偶爾心情

不穩定，喜歡打電腦 

 
國中二年級 

 

   163公分，長得稍高，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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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女 14 靜，很懂事很有禮貌，父親

服務科技公司 
國中二年級 

 
Andrea 

 

 
 女 

 
14 

160公分左右，較活潑，個
性中性，常和男同學互動，

脾氣多變 

 

國中二年級 

 

 
Memi 

 
 女 

 
13 

155公分，常很安靜，說話
稍慢，認真負責，父母親為

孩子付出頗多 

 
國中一年級 

 

 
Nana 

 
 女 

 
13 

154公分，矮小可愛型，長
期外籍老師教英文，母親任

職幼稚園老師，力行不輸在

起跑點 

 
國中一年級 

 

 
Irene 

 
 女 

 
13 

157公分左右，長得瘦高
的，男同學很喜歡互動，有

耐心，同學認為很小氣 

 
國中一年級 

 

 
Angel 

 

 
 女 

 
13 

155公分，在學校有優秀成
績，學習意願強烈，分級編

班不是很理想 

 
國中一年級 

 

 
Ken 

男 13 156公分，身高不算高，說
話慢慢的，母親任職國中老

師，家長很重視教育 

國中一年級  

 
Lion 

男 13 164公分，中等身材，喜歡
在服裝上及外表承現，常主

動和男女同學說話 

國中一年級  

 
Meli 

女 13 155公分，長得白淨，個性
開朗活潑，很懂事有禮貌，

母親很重視遊學 

國中一年級  

Lulu 女 13 156公分，個子中等，語文
基礎頗佳，主動積極，語文

及活動等課程表現佳 

國中一年級  

 
94年度遊學團成員 21人及 95年度遊學團成員 12人共 33人為研究對象，

以上以表列方式呈現，方便閱讀者了解研究對象基本資料，進而迅速與該研究內

容聯結，更方便讀者閱讀該文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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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 究 流 程 
 
    茲本節主旨在呈現本文之研究流程（詳見圖一），俾使對本研究之歷程有一
簡單明瞭的勾勒，有關資料的處理與分析，則置於第四節。 
 
壹、研究流程圖 
 
                        蒐集、閱讀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目的、問題 
                         
 
                        擬定「半結構式訪談」 
 
 
                        預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 
 
 
                        進入研究場域（帶領遊學團） 
 
 
                      觀察       訪談     文件資料蒐集 
 
 

閱讀相關文件 
        追蹤訪談                             
 
 
                             資料分析、編碼 
 
 
                               撰寫報告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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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設計之流程圖，係依該研究著手做研究至撰寫報告，有系統地整理
出各步驟之進行而成。首先，蒐集、閱讀與遊學相關的書籍、論文等文獻，甚至

請教辦理或帶領過遊學的校長、主任或老師；進而擬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及研究

問題；再則擬定半結構式訪談，並作預訪談；此時，辦理遊學前置準備工作，如：

家長說明會、行前課程、行前說明會等；帶領遊學團出發進入研究場域，進行觀

察、訪談及文件資料蒐集，在進行觀察、訪談及文件資料蒐集時，難免遭遇不少

與遊學進行面臨之問題，繼續閱讀相關文件並請教有辦理遊學經驗人士；將蒐集

之文件資料加以編碼、分析；最後把所有觀察、訪談及文件資料加以整理，進行

撰寫論文報告。 
 
 
 
 

第三節  資 料 蒐 集 的 方 法 
 
     
研究者本身和隨團老師即是蒐集資料的工具，其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遊學團

的「領隊」和「輔導老師」，一般遊學團都有一位輔導員隨團服務，此輔導員由

智意文化中心派遣，其職責必須負責整個行程進行、學校與寄宿家庭間接恰、學

員安全、緊急意外協助處理等等。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和隨團老師同時也是參與觀

察者和訪談者。研究者和隨團老師經由實際的田野相處模式，透過研究者的參與

觀察、紀錄札記等方式蒐集資料，經由整個遊學隨團過程中觀察並紀錄以蒐集資

料，忠實地紀錄下遊學過程是如何進行的、進行的過程如何、課程如何設計、活

動如何安排、學員的反應與想法、老師的授課方式與反應、學員之間的互動、師

生之間的互動、學員和寄宿家庭成員的互動、週六活動及旅遊行程等等，並在整

個遊學過程中逐一訪談學生，並且作成紀錄，俾使蒐集的資料盡量齊備。此外，

在遊學期間，邀請學員自由發揮、向度不拘地每週一篇心得作為「學員回饋單」，

並於遊學團結束後，請學員自由發揮寫下遊學心得作為「遊學成果專輯」。 
     
以下就參與觀察與訪談再加以說明： 
 
 
壹、參與觀察紀錄 

為研究者的觀察紀錄，透過實際地與學員 23天的相處時間作成現場觀察紀
錄、事後回溯紀錄、學生反應紀實、研究者現場想法隨筆隨記、研究者反思、學

生週札記、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總體活動回饋問卷等等，盡量每日作成日誌。

觀察紀錄方式將採取田野工作模式，分為大事記、、、按時間先後流程紀錄，以

及研究者「觀察札記」，巨細靡遺紀錄下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即是做最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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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紀錄。在觀察的對話引用中皆有一個相對照的資料編碼，例如：（Boss0705
觀 －1），代表對 Boss進行觀察，觀察時間為 2005年 7月 5日觀察次數為第一
次，以此類推。（參考表 2） 
 
 
貳、訪談紀錄 
第一階段訪談：透過研究者事先自訂的半結構式訪談問題，在召開遊學團行

前課程說明會之前，研究者即以行前座談會方式，訪問參與遊學團的學生，一方

面蒐集學生遊學前對遊學這件事的準備、想法、看法、觀感等等相關資料，另一

方面希望藉由出發前的接觸，以使研究者和學生之間有一個好的優質互動開始。

經由與學生相處之後再個別一一作訪談，且將訪談的經過、內容及研究者的反思

紀錄下來，再將資料整理分析之後做出結論與建議。經過學生的同意會輔以錄音

方式以彌補紀錄之不足，倘若學生不同意配合錄音訪談，則採取以紙筆紀錄方式

紀錄下訪談內容。 
第二階段訪談：為遊學進行過程中與學生個別一對一直接訪談，訪談問題亦

為研究者事先擬好的半結構式訪談問題，訪談方式採隨機隨時隨地，儘量在學生

自然輕鬆無拘束的情形下進行，研究者除了將訪談過程內容作成紀錄外，並在學

生同意下輔以錄音方式錄音，倘若學生不能配合錄音訪談，則採取以紙筆紀錄方

式紀錄下訪談內容。 
第三階段訪談：對學生的追蹤訪談，訪談的時間在學生參加遊學團活動結

束，返回台灣後一個月進行。為蒐集學生參加遊學團之後，有關其學習、想法、

語言課程、活動設計、學習方式、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等，對往後規劃及
想法等等所造成的改變或影響。 
此外，在訪談的對話引用中皆有一個相對照的資料編碼，例如：（Leslie0712

訪－10），代表對 Leslie進行訪談，訪談時間為 2005年 7月 12日，訪談次數為
第十次，以此類推。（參考表 3） 

 
 
參、遊學團週札記 

遊學團為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順利進行，設計有遊學團週札記，其內容：1.
本週所安排的課程喜歡嗎？教學方法與方式適不適合我？2.本週每天下午所安
排的活動課程喜歡嗎？與早上的課程有沒有相關？3.本週的課程中，那一節（單
元）我最喜歡、印象最深刻？4.對寄宿家庭、三餐飲食、上下學接送等有沒有問
題或建議？5.週六團體活動中，我可有機會和外籍老師互動或對談？6.週日寄宿
家庭父母親帶我參加什麼活動或聚會？這活動我喜不喜歡？7.本週中課程、活
動、寄宿家庭等方面，有什麼具體建議？以上項目中所設計，能深入了解本週課

程、活動、住宿、用餐及交通等相關問題。（參考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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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 
遊學團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之設計，每天由訪談者訪問學生，項目包含：課

程、活動、住宿、飲食及其他等項次，分別以非常滿意 5分、滿意 4分、普通 3
分、不滿意 2分及非常不滿意 1分，每週一張，每張可紀錄六位同學的滿意度。
最後以每天所有同學對各項目，做滿意度檢核後之平均值做分析。（參考表 5） 
 
伍、總體活動回饋問卷 
遊學團的總體活動回饋問卷，設計之項目計有十二項，分別為：1.我對整個

遊學活動體驗感到；2.我對整個遊學課程內容感到；3.我對整個 Homestay的食宿
問題感到；4.我對遊學時安排的旅遊行程感到；5.我覺得能增廣見聞、開擴視野；
6.我覺得能感受到不同的異國文化；7.我覺得自己比較不害怕用英文溝通；8.我
覺得能學習到語言、增進語文能力；9.我覺得能學習到獨立解決事情；10.我覺得
遊學完可能讓自己更有自信；11.我覺得整趟遊學能讓自己更加成長；12.若有機
會還會想再參加類似的活動。分別以非常同意 5分、同意 4分、普通 3分、不同
意 2分及非常不同意 1分；最後開放以建議事項，聽取更多寶貴建言。（參考表
6） 

 

陸、外籍老師回饋表 
遊學團外籍老師的回饋表，設計之項目計有六項，分別為：1.我對整個遊學

活動體驗感到；2.我對整個遊學課程內容感到；3.我對整個 Homestay的食宿問題
感到；4.我對遊學時安排的旅遊行程感到；5.我覺得能增廣見聞、開擴視野；6.
我覺得能感受到不同的異國文化。分別以非常同意 5分、同意 4分、普通 3分、
不同意 2分及非常不同意 1分；最後開放以建議事項，聽取更多寶貴建言。（參
考表 7） 
 
柒、home爸媽回饋表 
該遊學團的特色之一寄宿家庭，遊學團學生住寄宿家庭是最佳模式，供應三

餐、上下接送、週日與 homestay爸媽互動等，都是寄宿家庭特點，於 homestay
爸媽回饋表中，設有：1.孩子（學生）會主動和 home爸媽或家人問候、打招呼；
2.孩子（學生）會把房間、寢具、衛浴等環境整理乾淨。3.孩子（學生）在住宿
期間，一切生活習慣良好；4.孩子（學生）於早餐、晚餐，都懂得用餐相關禮儀；
5.孩子（學生）在住宿期間，會主動和 homestay爸媽或家人交談；6.孩子（學生）
在交談及語文學習上，主動積極。分別以非常滿意 5分、滿意 4分、普通 3分、
不滿意 2分、非常不滿意 1分等量化之。最後，給孩子（學生）的建議。（參考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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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文件的資料 
除上列研究需要的資料外，本研究之文件資料，為研究者帶領的遊學團的所

有資料，其中包括學生名冊、學員資料表、行前說明會資料、住宿家庭確認表、

住宿家庭概況資料、學生上課課程及活動表、遊學行程表、遊學注意事項、KGIC
語言學校簡介、溫哥華及素里地圖等。其編碼方式為全數歸於附錄，並以附錄一、

二、三、………等方式標記，以便於參照。 
 
 

 
 
 
第四節 資 料 的 處 理 與 分 析 

 
  本研究基於從當事人的觀點出發，欲探究遊學對於學生學習的意義、收穫和

期待，並了解台灣的海外遊學是如何進行的，學生的學習又是如何進行的，並從

學校教育觀點來了解台灣海外遊學對於學生的教育意涵。因此，本研究乃採用質

性研究方法，配合本人的參與觀察和訪談所蒐集的資料，用於解釋當事人觀點較

為合適。 
    研究者在遊學團結束反台後，將蒐集所得資料透過分類、編碼、檢視、歸納
的方式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同時亦展開第三階段的訪談，並且是資料的蒐集和

分析同時持續地進行，進行的方式有：重複閱讀已蒐集到的資料、追蹤者主題、

想法、預惑、疑惑、解釋和概念，同時並持續閱讀文獻以再引發分析的概念，甚

至引發新的問題，透過新的問題的產生，以再追蹤訪談的方式持續蒐集資料，以

便更深入地挖掘更多的資料，同時加深對問題的澄清及概念的形成（黃瑞琴，民

85）。 
 
壹、資料的蒐集和整理 
 
在質的研究過程中，資料的蒐集和分析同時持續地進行，研究者在現場進行

參與觀察、訪談、蒐集資料和其他探究方式時，即持續地閱讀現場觀察紀錄、訪

談紀錄和其他文件資料，因此，不是機械式地紀錄資料，而是同時分析和解釋資

料，並且知道這些資料是否互相矛盾（黃瑞琴，民 85）。 
 
一、觀察的資料 

          研究者觀察的資料，以帶領遊學團的歷程中現場田野札記及學生的週
札記為主，田野札記的紀錄方式採按照每日的時間流程，巨細靡遺地紀錄

下觀察到的學生的反應與情況等，以及研究者個人於現場當時的所見所聞

的一些感想、心得與反思。當日研究者於返回住宿家庭後，必定重新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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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當日的觀察日誌，並且重新回想當日研究者所見所聞、個人觀點、感

受，若還有延伸性的想法與思考點再進行補充紀錄，並且隨時寫下研究者

評註。並於學生個人的描述與分析時，標註「觀」以表示資料來源為研究

者的觀察紀錄，且以（Boss0705觀）代表資料來源為對 Boss在 7月 05
日的觀察紀錄。 

    
二、訪談的資料 

          研究者訪談的資料來源有三：其一：遊學團出發前的隨機訪談、行前
課程及行前說明會等機會所做的訪談紀錄，此部分的資料礙於當時正準備

考試，因之所得可用資料很有限。其二：研究者於遊學團進行過程中，設

計每天及每週之訪談，對於學生的訪談資料和學生的相關資料等，則是採

用研究者當場以紙筆速記方式紀錄下來的訪談資料。其三：研究者於遊學

團返回台灣後與學生相約一個月後的聚餐，利用聚餐敘舊、交換心得等互

動，研究者於當日返家後作成事後回朔訪談紀錄。 
 
三、遊學團週札記 

本遊學團週札記原設計，以每週為一單元設計，由學生依該週之課程、 
活動、學習及寄宿等項次，依設計中的七個子題依序回應，每週六統一由研

究者或輔導老師發給學生，俟學生填寫完成後，分別交給研究者或輔導老師

蒐集，遊學期間三週，每位學生需填寫三份，其中學生填寫之相關意見與建

議，彙集為遊學團週札記相關意見 
 
四、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 

           任何學習活動在設計與進行後，通常會設計一系列相關檢核表列，在 
這次遊學活動中亦是如此，設計該遊學團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以每週為

一單元，每天所安排的任何學習，如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作逐

一檢視，把各項滿意度加以彙集，並將每天的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

各項滿意度算出其該項目的平均值（參考表 11、11－5）。 
 
五、總體活動回饋問卷 
        於遊學進行將至尾聲之際，把事先設計妥的於遊學進行將至尾聲之 

際，把事先設計妥的總體活動回饋問卷，請每位參與學生作總體活動課程 
滿意度及心得回饋填寫。 

 

六、外籍老師回饋表 
遊學最重要學習之一為語文學習及相關活動，在學習歷程中以外籍老 

師的教導與教學為重，藉該回饋表了解學生在學習中參與學習或外籍老師 
對學生之學習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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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homestay爸媽回饋表 

遊學最重要學習之一為語文學習及相關活動，在學習歷程中以外籍老 
師的教導與教學為重，當然在寄宿家庭 homestay爸媽的回饋亦不可忽略，
藉該回饋表了解學生在和 homestay爸媽之互動作一探討。 

 
八、文件的資料 

             本研究之文件資料，為研究者帶領的遊學團的所有資料，其中包括學生 
名冊、學員資料表、行前說明會資料、住宿家庭確認表、住宿家庭概況資料、 
學生上課課程及活動表、遊學行程表、遊學注意事項、KGIC語言學校簡介、 
溫哥華及素里地圖等。其編碼方式為全數歸於附錄，並以附錄一、二、 
三、………等方式標記，以便於參照。 
 

 
貳、資料的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 94年的 21位學生及 95年的 12位學生為訪談對象，所蒐集的

資料有前述三項來源，即從研究者的觀察札記、訪談資料及所蒐集的相關文件。

以下茲將研究者處理觀察札記、訪談資料、遊學團週札記、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

總體活動回饋問卷、外籍老師回饋表及 homestay爸媽回饋表等分別加以說明： 
 
 
一、觀察札記 
 
（一）遊學團觀察執行目錄 
          觀察的資料是本遊學個案研究重要資料之一，在眾多觀察的資料中

作一整理，依次序、日期或時間、觀察主題、對象或事件、觀察紀錄編

號及取得資料等項目以目錄方式呈現，主題是以學生的反應與情況等項

次，以全體學生為觀察對象，依序由 01至 036排列，以利參考對照方
便之用。（參考表 9） 

 
（二）遊學團觀察紀錄摘要 

           觀察的資料蒐集由觀察者對受觀察者做觀察，以客觀事實內容整理
做為觀察內容紀錄為客觀事實內容，並依課程、活動、寄宿、餐飲、週

日家庭日及其他等項目呈現，並針對每一項客觀事實內容紀錄內容，作

該項省思紀錄，以下以課程、活動、寄宿、餐飲、週日家庭日及其他等

向度，列舉兩項為參考： 
 
1、教學與課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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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事實內容： 
（1）課程分別為文法、閱讀、聽力，教學部份授課老師會因孩子的理解能

力而調整授課速度，但有部份老師未注意孩子是否有所理解而導致孩

子完全不明白課程內容，進而排斥該堂課的內容。 
（2）教學部份：演算題目太簡單，孩子在此學習的該是指令部份，但孩子

卻大多無法理解演算過程所接受的指令。 
English only policy<並未徹底實施>（觀 0714001） 
省思記錄： 
經訪談學生後，發現授課老師大都認真且注重孩子的學習和表現，但

是，部份老師未理解孩子接受能力而造成的壓力，亦有所影響孩子的學

習成效及意願，強制孩子說英文的方式並未徹底實施，反之，告訴孩子

校區外才能說中文，造成孩子下課後，便跑到教室外或操場區聊天說中

文。 
 

客觀事實內容： 
（3）為期三週的遊學活動，每週都有一次 drama課程（週三下午），但是每

週三的 drama課程大都是演指令、猜謎肢體語言表達訓練，除了猜謎
之外，並沒有太多時間練習英語的實際使用。（觀 0719001） 
省思記錄： 
3次的 drama課程若能分為第一小時（角色分配、稿子確定）、第二小
時（排演練習）、第三小時（小組上台分別呈現）想必更能讓孩子體會

drama的特色，並確實運用所學。 
 
    2、活動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howard在來 canada的班機上，就和一個 5歲的外國小男生交談，很不

錯，已跨出學習的第一步。（觀 0709001） 
（2）他算是學生中，生活適應很快的，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仍十分開朗、樂

觀。英語學習及作業都覺得還蠻可以接受，他在和外國學生也可以“以
球會友“，唯有一天身體微恙，頭痛發燒，homepa帶他去看了醫生，第
二天又活蹦亂跳，適應能力非常好。（觀 0710002） 
省思記錄： 
孩子在離開父母羽翼下，情緒和身體都還能適應不錯，也能作好該做的

事、守秩序，令人欣慰。但學習的投入力還要多一些，可能父母不在旁

督促也有關。 
 

客觀事實內容： 
（3）前兩天住不慣 homestay，因為有 pets，又擠在同一個房間，語言中心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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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幫我們換了一個 new homestay。宇潔才開始放心學習及面對加拿大的
新事物。（觀 0708001） 
省思記錄： 
寄宿家庭不理想，馬上換另一新的寄宿家庭。 

 
   3、寄宿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寄宿家庭的照顧，如同對待自己小孩一般，食物豐盛之外，去 hostfamily

的朋友家也帶他們去，午餐都有飲料、2份 sandwich、肉、2種水果。（觀
0709001） 
省思記錄： 
孩子在基本需求滿足後，就可很快樂的開始延伸出各種學習的觸角。 

 
客觀事實內容： 

（2）前兩天住不慣 homestay，因為有 pets，又擠在同一個房間，語言中心馬
上幫我們換了一個 new homestay。宇潔才開始放心學習及面對加拿大的
新事物。（觀 0708001） 
省思記錄： 
寄宿家庭不理想，馬上換另一寄宿家庭。 

 
   4、餐飲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學生已非常的習慣中午吃三明治，大部分孩子的中餐都有變化，少部份

的孩子，由於寄宿家庭吃的比較簡單，沒有改變，開始會和其他學生交

換食物，嘗試不一樣的口味，有些學生聽說已吃膩午餐，會利用中午休

息時間，去附近的速食店點餐吃。（觀 0718001） 
省思記錄： 
孩子從一開始的新鮮、嘗試的心態，而後習慣、覺得平常，開始會找一

些新的方法來改變；寄宿家庭準備的東西，孩子難免會比較，但似乎吃

的問題對他們而言沒有太在意，有時反而老師自己有些過度關心了 
 

客觀事實內容： 
（2）Tang跟同伴間的互動大致上還不錯，可以互相分享從 homestay和

Aaron、Babel的 homestay在對面，他每天都會過去與他們同樂，甚至
是一起用餐。 

（3）但是 Tang在與人際的互動上，禮節應該是可以再加強，譬如；會惡作
劇的將垃圾塞給同學，或是搶同學的食物來吃...這些都是應該改進
的。（觀 07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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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記錄： 
孩子的禮貌部份，我們可以從旁加強、提醒。 

 
   5、週日家庭日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週末家庭日；許多接待家庭週末假日能須工作或是有事外出，部份學生

並無任何機會和家人相處或是出遊。 
接送；大多數的家庭都採用共乘的方式輪流幫忙接送，但在實際運作上

卻有所疏失，許多孩子根本不知道當天誰負責接送，確認時，非常耗費

人力、時間、安全也有所顧慮。（觀 0718001） 
省思記錄： 
home family該有更多的責任帶領孩子融入當地生活；共乘的問題-基本
上是 ok的，但是，該有更多的安全考慮，例如；先以電話通知領隊當日
或是固定遊誰負責接送及安排，以避免危險。 

 
   6、其他 

客觀事實內容： 
（1）週末家庭日；許多接待家庭週末假日能須工作或是有事外出，部份學生
並無任何機會和家人相處或是出遊。 
接送；大多數的家庭都採用共乘的方式輪流幫忙接送，但在實際運作上

卻有所疏失，許多孩子根本不知道當天誰負責接送，確認時，非常耗費

人力、時間、安全也有所顧慮。（觀 0718001） 
省思記錄： 
home family該有更多的責任帶領孩子融入當地生活；共乘的問題-基本
上是 ok的，但是，該有更多的安全考慮，例如；先以電話通知領隊當日
或是固定遊誰負責接送及安排，以避免危險。 

 
客觀事實內容： 

（1）開朗的 Bach，到了新環境，又感冒，變得比較安靜了，因此老師先叮
嚀他衣物添加及照顧自己的身體，過幾天後就好多了。（觀 0708001） 
省思記錄： 
對國中生來說，語言的障礙是很大的，多鼓勵給他多些機會，孩子也是

進步神速的。 
 
（三）遊學團觀察紀錄分析 

            觀察札記之觀察紀錄則是研究者及輔導老師於帶領遊學團期間，像研
究者的日記式的觀察紀錄，按照每日的時間流程詳述紀錄，觀察札記的資

料分析採觀察主題、時間、地點、研究對象或事件等為主要的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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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紀錄彙整分析如下： 
   1、教學與課程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課程分別為 1.文法、2.閱讀、3.聽力、4.教學部份授課老師會因孩子的

理解能力而調整授課速度，但有部份老師未注意孩子是否有所理解而

導致孩子完全不明白課程內容，進而排斥該堂課的內容。 
（2）教學部份；演算題目太簡單，孩子在此學習的該是指令部份，但孩子

卻大多無法理解演算過程所接受的指令。 
English only policy並未徹底實施。（觀 0714001） 

 省思紀錄： 
         經訪談學生後，發現授課老師大都認真且注重孩子的學習和表現，但

是，部份老師未理解孩子接受能力而造成的壓力，亦有所影響孩子的

學習成效及意願，強制孩子說英文的方式並未徹底實施，反之，告訴

孩子校區外才能說中文，造成孩子下課後，便跑到教室外或操場區聊

天說中文。 
 
客觀事實內容： 

（1）Shelly在這次遊學團當中，算是比較特立獨行的人，不太常跟凌雲學
生混在一起，他喜歡跟著老師走，和老師聊天，也很積極去和外國學

生交談，認識朋友，觀察他的筆記和作業，發現允薔很認真的在做功

課，勤查單字，把握機會學習，雖然沒有常和同學混在一起，但學得

很多。（觀 0715001） 
 省思紀錄： 

         允薔很明確的知道，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學好英語，所以，所有
的行為方向都朝此一目標前進，相較於其他孩子，有更強的學習動機。 

 
    2、活動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為期三週的遊學活動，每週都有一次 drama課程（週三下午），但是每

週三的 drama課程大都是演指令、猜謎肢體語言表達訓練，除了猜謎之
外，並沒有太多時間練習英語的實際使用。（觀 0719001） 
省思紀錄： 

         3次的 drama課程若能分為第一小時（角色分配、稿子確定）、第二小
時（排演練習）、第三小時（小組上台分別呈現）想必更能讓孩子體會

drama的特色，並確實運用所學。 
 
客觀事實內容： 

（2）他算是學生中，生活適應很快的在完全陌生的環境，仍十分開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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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英語學習及作業都覺得還蠻可以接受，他在和外國學生也可以“以
球會友“，唯有一天身體微恙，頭痛發燒，homepa帶他去看了醫生，
第二天又活蹦亂跳，適應能力非常好。（觀 0710002） 
省思紀錄： 

         孩子在離開父母羽翼下，情緒和身體都還能適應不錯，也能作好該做
的事、守秩序，令人欣慰。但學習的投入力還要多一些，可能父母不

在旁督促也有關。 
 
   3、住宿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前兩天住不慣 homestay，因為有 pets，又擠在同一個房間，語言中心馬

上幫我們換了一個 new homestay。宇潔才開始放心學習及面對加拿大的
新事物。（觀 0708001） 
 省思紀錄： 

         寄宿家庭不理想，馬上換另一寄宿。 
 
客觀事實內容： 

（2）寄宿家庭的照顧，如同對待自己小孩一般，食物豐盛之外，去 hostfamily
的朋友家也帶他們去，午餐都有飲料、2份 sandwich、肉、2種水果。
（觀 0709001） 
省思紀錄： 

         孩子在基本需求滿足後，就可很快樂的開始延伸出各種學習的觸角。 
 
   4、餐飲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學生已非常的習慣中午吃三明治，大部分孩子的中餐都有變化，少部份

的孩子，由於寄宿家庭吃的比較簡單，沒有改變，開始會和其他學生交

換食物，嘗試不一樣的口味，有些學生聽說已吃膩午餐，會利用中午休

息時間，去附近的速食店點餐吃。（觀 0718001） 
省思紀錄： 

       孩子從一開始的新鮮、嘗試的心態，而後習慣、覺得平常，開始會找一
些新的方法來改變。 
寄宿家庭準備的東西，孩子難免會比較，但似乎吃的問題對他們而言沒

有太在意，有時反而老師自己有些過度關心了 
 
客觀事實內容： 

（1）Tang跟同伴間的互動大致上還不錯，可以互相分享從 homestay和 Aaron、
Babel的 homestay在對面，他每天都會過去與他們同樂，甚至是一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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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但是 Tang在與人際的互動上，禮節應該是可以再加強，譬如；會惡作劇
的將垃圾塞給同學，或是搶同學的食物來吃...這些都是應該改進的。（觀
0708001） 
省思紀錄： 

      孩子的禮貌部份，我們可以從旁加強、提醒。 
 

5、週日家庭日 
客觀事實內容： 

（1）週末家庭日；許多接待家庭週末假日能須工作或是有事外出，部份學生
並無任何機會和家人相處或是出遊。 
接送；大多數的家庭都採用共乘的方式輪流幫忙接送，但在實際運作

上卻有所疏失，許多孩子根本不知道當天誰負責接送，確認時，非常

耗費人力、時間、安全也有所顧慮。（觀 0718001） 
省思記錄： 
home family該有更多的責任帶領孩子融入當地生活；共乘的問題-基
本上是 ok的，但是，該有更多的安全考慮，例如；先以電話通知領隊
當日或是固定遊誰負責接送及安排，以避免危險。 

 
6、其他方面 
客觀事實內容： 

（1）GEC所發放的緊急連絡資料共有 2份，2份部份都有所疏失，帶領老師
在做聯繫之時，有很大的困擾所在。 
部份學生手上所持+ 
有的個人寄宿資料亦有所更動，且未知會，有許多小地方，似乎是未

作校稿確定完成。（觀 0721001） 
 省思紀錄： 

         無論是家長或是老師所持有的資料都該在發放之前再次作好確認工
作，尤其是家長部份，遠在台灣並不容易連絡，子女容易心急、緊張。 

 
客觀事實內容： 

（2）Shawn在入關之後，自行脫隊，我前後找了近 20分鐘才在免稅店內發
現他的蹤跡。（ps.有一、二位同學的自我意識太強）。 
轉機的時候，有些學校成員動作稍慢，以致於全體必須等待造成轉機

時間非常匆促。 
溫哥華接機時，GEC的引導座的非常仔細，行李的運送，學員的清算
及各自帶領到學區的過程非常 ok。（觀 0702001） 

 省思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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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教育課程除了英文基本會話及電腦使用能力之外，或許該上部份
課程教育孩子的心態及觀念（價值觀），部份學生的自我意識太強而影

響到全體的行動及活動流程，且不尊重他人的意見或看法。 
 
 
二、訪談資料 
 
（一）遊學團訪談執行目錄 
          訪談的資料是本遊學個案研究重要資料之一，在眾多訪談的資料中作

一整理，依次序、日期或時間、訪談主題、對象或事件、訪談紀錄編號及

取得資料等項目以目錄方式呈現，主題是以半結構式訪談項次，以全體學

生為訪談對象，依序由 01至 034排列，以利參考對照方便之用。（參考表
10） 

 
（二）遊學團訪談紀錄摘要 
          訪談的資料蒐集由訪談者對受訪者做訪談，以訪談內容整理做為訪談

內容逐字紀錄為逐字稿，並依課程、活動、寄宿、餐飲、週日家庭日及其

他等項目呈現，並針對每一項訪談紀錄內容，作該項省思紀錄，以下以課

程、活動、寄宿、餐飲、週日家庭日及其他等項目，列舉兩項為參考： 
1、教學與課程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Jenny老師人很nice，因為他會幫助我們且態度很好，會因為我們的

理解而調整說話的速度。 

（2）下午上課的老師說話速度太快，不容易理解，需要調整。(訪0706004) 

省思紀錄： 

             授課教師是否同理孩子的學習，直接或間接都對孩子的學習意願有所影

響。 

             部分孩子面臨此問題會主動反應，但是部分孩子卻因害羞而不敢口，

無法達到遊學的真正意涵。 

 

訪談逐字稿內容： 

（1）Tang你上課的課程內容還能跟的上或是會不會覺得太簡單呢? 

老師上課的內容太簡單，level2的課程我都會，希望可以換另一個班上

課。 

（2）那你覺得你可以換到哪一個level呢? 

我覺得我可以試著上上level4。 

（3）那你希不希望老師去跟KGIC的老師溝通讓你換個班呢? 

Ok!我沒有意見，我都可以。好啦!好啦!那老師你幫我跟James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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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跟James提Tang的情況，下週起將調整班級leve3。(訪0707002) 

 

訪談逐字稿內容： 

      （1）我的班級為Level 2，老師上課說話太快，但Jenny老師會慢下來。 

懶得和老師溝通，因為老師會問我ㄧ串的問題，我不知如何回答。不

希望有數學課，因為看不懂數學題目的敘述；聽力聽不懂，因為不知

道老師的指令為何。功課份量ok。(訪0708002) 

省思紀錄： 

                Eva是個活潑的孩子，但是對於發問主動求知的部份較為退卻，也偶

而有些不積極的情況，需要多加學習發問及主動求知的習慣。 

       

2、活動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活動太突然的更改(7/6 baseballbasketball)希望時間行程能事前就固定

好。(訪0706004) 

省思紀錄： 

          部分孩子面臨此問題會主動反應，但是部分孩子卻因害羞而不敢開

口，無法達到遊學的真正意涵。 

 

訪談逐字稿內容： 

（1）每次的活動的種類都不同，可以有許多前所未有的體驗: 

city tour；水族認識許多動物；Stanley Park了解文化；Robson sreet 

         街道、建築；時間普通；保齡球很特別，和台灣的感受不同；Conclusion:

活動太短，回家時間太早。(訪0708001) 

省思紀錄： 

         Meli是個很用心去感受及體驗不同生活及學習環境的孩子。不論動、

靜態的活動都非常主動積極參與。 

 

 3、住宿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第二天晚上很吵，1~2點才睡著，所以睡眠不足，當天很累。 

（2）昨天晚上他們在我睡著時去睡覺，他們的女兒蹦蹦跳跳把我吵醒，害

我翻了一個晚上才睡著。 

（3）晚上電視開很大聲，菲傭笑的很大聲，講話也很大聲，小鬼在屋子裡

亂跑，還有人很大聲叫小鬼的名字。(訪0705001) 

省思紀錄： 

Nana家在7月10號以前家中活動似乎比較多，因此比較晚入睡，嬿婷

是個淺眠的孩子，因此起初很不能適應，已進行溝通，情況已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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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請家人提醒孩子的行為表現。 

 

訪談逐字稿內容： 

（4）寄宿家庭的主人為義大利人；我是和Lion二人共用一個房間；家裡和

房間的照明不佳，太暗；房間的隔音設備有點差；樓上的腳步聲有點吵；

房間的讀書空間太小，沒有地方做功課；浴室的蓮蓬頭為固定式，不易

使用，熱水調節也不方便使用；寄宿家庭爸媽會主動關心我，挺熱情。

(訪0706001) 

省思紀錄： 

        Ken和Lion的住宿家庭為KGIC評選的績優家庭之一，待人和善。房間

的硬體設施或許較難改善，但是照明設備的問題是可經溝通而有所協調

的，學生也可趁這個機會學習，並表達自己的感受及自己的需求。 

 

 4、餐飲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生活上一切適應嗎? 

           住的很好，奶奶也常帶我們出去玩，但食物上還是吃不太習慣，所以

常會叫 他大陸媳婦坐東西給我們吃。(訪0711001) 

吃的種類很多，很棒、很好吃，會煮中國菜給我吃。(訪00706003) 

省思紀錄： 

         住的很舒適，很好，常帶出去玩；食物不太習慣，常請大陸媳婦做給

學生吃。 

 

5、週日家庭日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這個週日住宿家庭有沒有帶你出去?去哪裡? 

         寄宿家庭帶我去教堂看電影，去野餐還有去一個swimming park。 

（2）你覺得這個活動的安排理想嗎? 

     我覺得很有趣，可以在教堂看電影。(訪0711001) 

省思紀錄： 

Andrea學習態度佳，凡事能以正面思考，故對於所有的活動都樂觀接

受並從中學習。 

 

訪談逐字稿內容： 

（1）你們昨天(週末)有去哪裡玩嗎?還是一直待在家裡跟homestay互動? 

我們昨天有跟host Dad和host Mom一起到一個農場，可以看得到採集

蜂蜜的過程，蠻有趣的。 

（2）他們跟你們的互動好嗎?你和Michelle都這麼安靜，房間又有電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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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常躲在房裡呢? 

還好，吃飯的時候我們跟他們會聊聊天，再進房間，另外他們假日有

空都會帶我們出去逛逛。(訪0711003) 

省思紀錄： 

其實孩子和host family互動，本身的個性也是相當重要，得自己積極主

動活潑，收獲才會大。 

 

  6、其他 

訪談逐字稿內容： 

（1）寄宿家庭主人為菲律賓人，天主教徒；對人非常友善；家裡環境典雅、

整潔；喜愛播放音樂，常請容仕彈奏曲子給他們聽；近日有一名西班

牙孩子同住宿家庭，使我能有更多的機會練習英文；寄宿家庭的父母

菲律賓口音有點重，難以明白；飲食較缺乏蔬菜；假日帶我去公園野

餐，對待我們就像孩子一般；每天接送時間總是遲到；我和寄宿家庭

家中最小的孩子常一起玩耍，有問題都會友善地加以協助。(訪

00706002) 

省思紀錄： 

        Boss的寄宿家庭是個小家庭，待人和善，且非常願意和孩子分享生活的

點滴，或許腔調需要仔細聆聽，但也是個學習的機會；再加上Shawn

本身非常主動積極，融入當地生活，所以一切很順利；接送時間經溝通

已稍有改善。 

 

訪談逐字稿內容： 

（1）你覺得這次出來遊學，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我覺得自己變的比在台灣獨立，英語能力(程度)應該有比較進步，可

以學到課本裡沒有的知識，又可以感受到異國文化，實在是一個難忘

的暑假。 

（2）如果再有機會，還會想再出來看看嗎? 

想想想!明年想再出來，超級快樂，超級好玩的。(訪0719005) 

省思紀錄： 

        遊學中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語言學習，體驗異國文化；學到課本裡沒

有學到的知識。 

 

（三）遊學團訪談紀錄分析 

研究者首先將訪談逐字稿，同時閱讀相關文獻，並藉由不斷閱讀訪談

的逐字稿的同時，對照觀察札記以產生概念，並隨時紀錄下研究者心中的

疑惑、主題、想法、解釋………，以產生概念雛形：之後開始進行資料的
分析與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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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從當事人的觀點探討國中生短期海外遊學經歷對於
學生的意義為何？學生參與遊學之後對其所造成之改變及影響？以及了解

國中生海外遊學教育的可行模式？因此，編碼的過程主要是以當事人的觀

點為架構，依「半結構式訪談表」進行編碼，編碼分類如下： 
 

01：個人對學校、老師、課程的觀感 
       02：個人對同學、朋友的看法 
       03：個人對住宿家庭的看法與體會 
       04：個人對遊學的動機、目的 
      041：遊學資訊的取得 
       05：個人遊學的體驗、收穫與看法 
       06：遊學中最喜歡的 
       07：遊學中最不喜歡的 
       08：遊學中印象最深刻的 
       09：個人不同的適應與學習 
      091：個人對加拿大及加拿大人的看法 
      092：個人對 KGIC的體會 
      010：個人外一章 

 
訪談紀錄彙整分析如下： 

 
1、教學與課程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Jenny老師人很nice，因為他會幫助我們且態度很好，會因為我們的理解

而調整說話的速度。 

（2）下午上課的老師說話速度太快，不容易理解，需要調整。(訪0706004) 

省思紀錄： 

授課教師是否同理孩子的學習，直接或間接都對孩子的學習意願有所影

響。部分孩子面臨此問題會主動反應，但是部分孩子卻因害羞而不敢開

口，無法達到遊學的真正意涵。 

 

訪談逐字稿內容： 

     （3）我的班級為Level 2，老師上課說話太快，但Jenny老師會慢下來。 

懶得和老師溝通，因為老師會問我ㄧ串的問題，我不知如何回答。不希

望有數學課，因為看不懂數學題目的敘述；聽力聽不懂，因為不知道老

師的指令為何。功課份量ok。(訪0708002) 

省思紀錄： 

        瑀瑄是個活潑的孩子，但是對於發問主動求知的部份較為退卻，也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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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積極的情況，需要多加學習發問及主動求知的習慣。 

 
   2、活動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活動太突然的更改(7/6 baseballbasketball)希望時間行程能事前就固定

好。(訪0706004) 

省思紀錄： 

部分孩子面臨此問題會主動反應，但是部分孩子卻因害羞而不敢開口，

無法達到遊學的真正意涵。 

 

訪談逐字稿內容： 

（2）每次的活動的種類都不同，可以有許多前所未有的體驗: 

city tour；水族認識許多動物；Stanley Park了解文化；Robson sreet 

          街道、建築；時間普通；保齡球很特別，和台灣的感受不同；Conclusion:

活動太短，回家時間太早。(訪0708001) 

省思紀錄： 

樹怡是個很用心去感受及體驗不同生活及學習環境的孩子。不論動、靜

態的活動都非常主動積極參與。  

 
   3、寄宿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第二天晚上很吵，1~2點才睡著，所以睡眠不足，當天很累。 

（2）昨天晚上他們在我睡著時去睡覺，他們的女兒蹦蹦跳跳把我吵醒，害我

翻了一個晚上才睡著。 

（3）晚上電視開很大聲，菲傭笑的很大聲，講話也很大聲，小鬼在屋子裡亂

跑，還有人很大聲叫小鬼的名字。(訪0705001) 

省思紀錄： 

Nana家在7月10號以前家中活動似乎比較多，因此比較晚入睡，Nana

是個淺眠的孩子，因此起初很不能適應，已進行溝通，情況已有改善，

也已請家人提醒孩子的行為表現。 

 

訪談逐字稿內容： 

（4）寄宿家庭的主人為義大利人；我是和Lion二人共用一個房間；家裡和

房間的照明不佳，太暗；房間的隔音設備有點差；樓上的腳步聲有點吵；

房間的讀書空間太小，沒有地方做功課；浴室的蓮蓬頭為固定式，不易

使用，熱水調節也不方便使用；寄宿家庭爸媽會主動關心我，挺熱情。

(訪0706001) 

省思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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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和Lion的住宿家庭為KGIC評選的績優家庭之一，待人和善。房間
的硬體設施或許較難改善，但是照明設備的問題是可經溝通而有所協調

的，學生也可趁這個機會學習，並表達自己的感受及自己的需求。 

 
    4、餐飲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1）生活上一切適應嗎? 

        住的很好，奶奶也常帶我們出去玩，但食物上還是吃不太習慣，所以常

會叫 他大陸媳婦坐東西給我們吃。(訪0711001) 

吃的種類很多，很棒、很好吃，會煮中國菜給我吃。(訪00706003) 

省思紀錄： 

        住的很舒適，很好，常帶出去玩；食物不太習慣，常請大陸媳婦做給學

生吃。 

 
5、週日家庭日 
訪談逐字稿內容： 

（1）這個週日住宿家庭有沒有帶你出去?去哪裡? 

         寄宿家庭帶我去教堂看電影，去野餐還有去一個swimming park。 

（2）你覺得這個活動的安排理想嗎? 

     我覺得很有趣，可以在教堂看電影。(訪0711001) 

省思紀錄： 

禛芳學習態度佳，凡事能以正面思考，故對於所有的活動都樂觀接受並

從中學習。 

 

訪談逐字稿內容： 

（3）你們昨天(週末)有去哪裡玩嗎?還是一直待在家裡跟homestay互動? 

我們昨天有跟host Dad和host Mom一起到一個農場，可以看得到採集

蜂蜜的過程，蠻有趣的。 

（4）他們跟你們的互動好嗎?你和Michelle都這麼安靜，房間又有電視，會

不會常躲在房裡呢? 

還好，吃飯的時候我們跟他們會聊聊天，再進房間，另外他們假日有空

都會帶我們出去逛逛。(訪0711003) 

省思紀錄： 

        其實孩子和host family互動，本身的個性也是相當重要，得自己積極主
動活潑，收獲才會大。 

 
6、其他方面 
訪談逐字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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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菲律賓人，天主教徒；非常友善；家裡環境典雅、整潔；喜愛播放音

樂，常請Boss彈奏曲子給他們聽；近日有一名西班牙孩子同住宿家庭，

使我能有更多的機會練習英文；寄宿家庭的父母菲律賓口音有點重，

難以明白；飲食較缺乏蔬菜；帶我去公園野餐，對待我們就像孩子一

般；接送時間總是遲到；家中最小的孩子常一起玩耍，有問題都會友

善地加以協助。(訪00706002) 

省思紀錄： 

       Boss的寄宿家庭是個小家庭，待人和善，且非常願意和孩子分享生活的

點滴，或許腔調需要仔細聆聽，但也是個學習的機會；再加上Boss本身

非常主動積極，融入當地生活，所以一切很順利；接送時間經溝通已稍

有改善。 

 

訪談逐字稿內容： 

（2）你覺得這次出來遊學，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我覺得自己變的比在台灣獨立，英語能力(程度)應該有比較進步，可以

學到課本裡沒有的知識，又可以感受到異國文化，實在是一個難忘的暑

假。 

（3）如果再有機會，還會想再出來看看嗎? 

想想想!明年想再出來，超級快樂，超級好玩的。(訪0719005) 

省思紀錄： 

       遊學中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語言學習，體驗異國文化；學到課本裡沒

有學到的知識。 

 

 
三、遊學團週札記 

 
（一）遊學團週札記相關意見： 

1、本週所安排的課程喜歡嗎？教學方法與方式適不適合我？ 
        第一週：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 
        蠻喜歡的；適合。Kari 
        還不錯；現在所學的好像比在台灣學的有一點簡單。Meli 
        還好；算喜歡。Mollie 
        在課程方面：我覺得Lever 2，我已駕輕就熟，也許轉至Lever 4會學

得更多；教學方面：學生應該適應老師。Tang 
        喜歡。Galileo 
        蠻喜歡的，只是數學課的時間好像太多了；蠻適合的，與各國學生交流。

Jade 
        Lever 4好難。Les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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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適合；還不錯。Babel 
        上課的內容很有趣。Dani 
        還可以；適合（老師很活潑）。Yuonne 
        不喜歡，太難了，完全聽不懂。Amy 
        喜歡；還算適合，雖然剛開始幾天不太能適應全英文的上課方式，但已

漸漸能聽懂，並理解上課的程序。Wendy 
 
        第二週：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 
        上課的時候不能用電子辭典，只能用英文字典，但這裡的字典都是英英

字典，都看不懂。Galileo  
        喜歡，因為上課時間比台灣少太多了；適合，老師活潑。Yuonne  
        喜歡，文法與聽力方面，感覺有進步的趨勢，感覺很好。Jack 
        上午不喜歡，下午喜歡；還可以。Alex 
        適合，韓國同學對我很好。Amy  
        喜歡；適合，且漸漸能清楚上課狀況，以及聽懂老師及他國同學的話。 

Wendy 
 

第三週：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不錯，剛開始不喜歡，但現在還不錯，大概習慣了吧。Mollie 
         喜歡；適合。Kari  
         與老師對話，很適合我。Meli   
         喜歡；適合，能增廣見聞。Jade  
         還可以。Jackson  
         喜歡；沒有不適合。Galileo  
         喜歡；適合。Babel  
         喜歡，與老師對談更為流暢，感覺自己成長了。Jack  
         喜歡；適合，有安排演講，是星期五畢業典禮要說的。Yuonne  
         還不錯；適合。Bach 
         還不錯；教學還能接受。Taleban  
         喜歡；適合。Alex  
         喜歡；適合。Amy  
         喜歡，很有挑戰性，都是台灣沒上過的；適合，很輕鬆，不會感到緊

張。Wendy 
 

2、本週每天下午所安排的活動課程喜歡嗎？與早上的課程有沒有相關？ 
         第一週：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 
         和早上的課程沒相關，但是覺得還可以。Kari  
         拜訪中學的那次最好玩，其他的都還可以；只有看電影那天，因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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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的電影。Meli 
         喜歡，比早上的課程好；沒有，但不相關最好。Lulu 
         不太喜歡，沒什麼相關。Michelle 
         與早上無關，但還不錯。Tang 
         下午的活動課大致上還不錯，但如果是靜態的會讓我想睡覺；下午的

活動課也是屬於他們文化的一種，這樣可以讓我們更接近他們。Galileo          
很喜歡；有點相關，例如：聽力、表達能力等，都跟下午安排的課程

蠻有關係的。Jade  
         滿喜歡的；應該有，都不能說中文。Yuonne  
         下午老師上課時較嚴格，但能學習到更多New Words。Jack  
         喜歡；大部分都有相關聯。Wendy 
 
         第二週：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 
         和早上的課程沒有相關，但是很喜歡。Kari  
         星期三的電影超級無聊的，聊天到放學；練習與外籍老師對話。Meli 
         喜歡，因為能到處走；有，能使聽力、表達能力增強。Jade  
         喜歡，保齡球與教到的Pin有關。Jack  
         喜歡；有。Amy  
         喜歡，很特別、有趣；大部分都有。Wendy 
 
         第三週：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溜冰、Metrotown都很好。Mollie 
         與早上的課程沒相關；但是很喜歡。Kari  
         不錯；對話。Meli 
         喜歡；有，語言溝通技巧。Jade  
         喜歡；沒有。Jackson  
         喜歡，今天的溜冰太好玩了。Yuonne  
         喜歡；溜冰、Metrotown。Amy  
         喜歡；大部分有。Wendy 
 

3、本週的課程中，那一節（單元）我最喜歡、印象最深刻？ 
         第一週：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 
         週六一日游。Kari  
         會話即時通，因為可以用英文和老師聊天。Meli 
         沒有，只有戶外教學和週六才好玩。Lulu  
         星期六去史坦利公園和固蘭佛島，還蠻好玩的；不過還是比較喜歡和 

老師一起出去。Mol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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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西洋棋課。Tang   
應該是足球，可惜下雨玩一下而已；草地滑的，還有人滑倒。Galileo  

         星期四出去玩。Gina 
         Grammar class我還蠻喜歡的，因為我有學過；Listening class。Jade  
         數學課的撲克牌遊戲。Jackson  
         道地文法解析。Babel  
         數學。Aaron 
         出去瓦斯鎮（蒸氣時鐘）玩那一次。Dani  
         閱讀課，可以讀很多很好的文章，也可做些題目，還不錯。Yuonne  
         數學是很有趣的科目，老師有時開放討論，有別於台灣。Jack  
         算數學－稅收，感覺最簡單、易懂，不會稿不清楚狀況，而且非常實

用。Wendy 
         西洋棋。Alex  
 
         第二週：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 
         維多利亞渡輪之旅。Kari  
         會話即時通。Meli 
         沒有，但假日的活動讓我印象深刻，還有一些課後活動。Lulu  
         打保齡球，雖洗溝次數頻繁，也有全倒的時候。Galileo  
         Listening老師會詳細介紹。Jade  
         研究閱讀及寫作。Yuonne  
         道地文法解析。Babel  
         數學。Aaron 
         數學課。Jack  
         查價目表，老師請我們吃冰。Amy  
         文法課：因為上到比較困難的部分，感覺有上到這些文法。Wendy 
 
         第三週：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的校外教學和同學的感情變得更好了；星期六去大學、吃甜甜

圓滿好玩的，但是最後一次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很捨不得。Mollie 
         都喜歡，印象深刻。Lulu  
         會話即時通。Meli 
         白石鎮。Leo 
         畢業和去溜冰。 
         溜冰。Galileo  
         文法解析。Babel  
         數學考試和文法考試，由於拿到不錯的成績，故心情很好。Jack  
         研究寫作及閱讀，寫作題目：你為什麼來加拿大、為什麼學英文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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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Yuonne  
         我喜歡溜冰，很好玩。Taleban  
         會話。Alex  
         去博物館參觀。Amy  
         閱讀，第一次讀英文小說，雖才讀幾節，可是感覺收穫很多。Wendy 
 

4、對寄宿家庭、三餐飲食、上下學接送等有沒有問題或建議？ 
         第一週：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 
         都覺得不錯。Kari  
         讓貓跑到我房間（已換家）；Good、OK。Meli 
         沒有，都非常好。Lulu  
         早餐，不知道是習慣，有時只喝牛奶；有時放學會請別的homestay

幫忙接送，覺得有點麻煩。Galileo  
         沒有，只是外國的食物還是有點不習慣。Jade  
         中餐多一點；每天洗澡。Jackson  
         沒有，只是他們的食物都用微波爐，不太好。Yuonne  
         還可以，但是跟別人比起來差太多了，什麼事都不能做，只能看電視，

也不能聽音樂，玩電腦時間累積三十分鐘，而且網頁全部亂碼。Amy   
         沒有，寄宿家庭很棒，家人都非常和藹可親，食衣住行都沒問題。Wendy 
 
         第二週：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 
         超熱情；好久沒吃疏菜。Meli 
         希望能天天洗澡，要不然每天都要乾洗。Galileo  
         沒有，Home媽的烹調技術超讚，好吃。Jade  
         沒有，三餐越吃越好。Yuonne 
         寄宿家庭：若能安排更多戶外活動或親近大自然將會更好；三餐：完

美；接送：準時。Jack  
         胖妹很壞；食物方面：不管你塞什麼給我我都吃。Amy  
 
         第三週：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都不錯。Kari  
         我想吃疏菜。Meli 
         沒問題，Home爸媽人都很好。Jade  
         都很好。Galileo  
         希望 Homestay的孩子可以乖一點。 
         可多請 Homestay安排踏青活動。Jack  
         三餐每天弄的都一樣，沒有其他的餐能換；接送還會慢來一個小時多。

Taleban  



 52

         很滿意。Alex  
         沒有，都很好。Wendy 
 

5、週六團體活動中，我可有機會和外籍老師互動或對談？ 
         第一週：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 
         沒有，因為沒有外籍老師跟我們一起活動。Meli 
         沒有，但晚上就有和homestay父母聊天。Lulu  
         好像沒有外籍老師，但是可以跟外國人對談，買東西時都有機會交談。

Galileo  
         沒有外籍老師，無法互動和對談。Gina  
         週一至週五比較多互動。Dani  
         比較少，但買紀念品時打招呼、時可哈拉兩句。Yuonne  
         沒有，但是乃可和街上店員或是遊客用英國對談。Wendy 
 
         第二週：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 
         老師帶我們去的地方，都還蠻容易與外國人對談，我也盡量開口。

Galileo  
         可以，老師終於會跟學生對談。Jade  
         較少，但偶爾會有一些老外和你說幾句話。Yuonne  
         假日期間能與寄宿家庭聊天，增進英文能力與感情。Jack  
         維多利亞真的超好玩的。Amy  
         沒有，但可跟陌生的外國人做簡單交談。Wendy 
 
         第三週：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和外國人對談較多。Meli 
         有，出去玩的時候，多少會說到話。Taleban  
 

6、週日寄宿家庭父母親帶我參加什麼活動或聚會？這活動我喜不喜歡？ 
         第一週：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 
         上午去教堂參加活動，下午去親戚家，覺得還可以。Kari  
         逛購物中心；超讚的啦！Meli 
         沒有，但有跟朋友和 homestay父母聊天；我很喜歡和他們聊天，因他

們很幽默。Lulu  
         去教堂和去拜訪親戚；還可以。Mollie 
         到公園玩水，如果水不是冰的會更好。Tang 
         這個週日沒有出去，在家好無聊。Galileo  
         去羅伯森街逛街、去教堂、去朋友家BBQ；喜歡。Gina  
         帶我們去「好事多」和WAL＊MART找巧克力，我還蠻喜歡的。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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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去教堂，中午去他們的朋友家吃烤肉、去羅伯森街買紀念品，還
不錯。Leslie  

         野餐；喜歡。Babel  
         野餐。Aaron 
         喜歡，和 homestay的家人、親朋好友一起到公園野餐。Yuonne  
         去超級市場。Bach  
         去教堂、野餐；非常棒。Andy 
         早上去野餐，還不錯；晚上去教堂，超級想睡覺。Amy  
         去電影院的教堂禮拜、到公園野餐及泳池；喜歡，都非常有趣，尤其

是做禮拜時，真的嚇一跳，怎麼會在電影院，而且是第一次的禮拜，感

覺非常特別。Wendy 
 
         第二週：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 
         去蜜蜂農場參觀，很喜歡。Kari  
         本來是要去參加派對的，但Home媽的朋友帶我們出去。Galileo  
         原來要去教會，之後再去什麼節慶的，但不想去教會，只去Mall逛。

Sherly 
         沒有，我在家準備考試，不過 Home媽的孫子有來，所以 Home媽跟

他一起去游泳。Jade  
         這星期去教會及Shopping more，都用英文唱詩歌，還不錯。Yuonne  
         購物；喜歡。Babel  
         到遊樂區玩，出門散散心是好事，但門票費超高。Jack  
         去Water Park水公園和超級市場。Bach  
         去我叔叔家，買了一顆球。Amy  
         去教堂以及寄宿家庭父母的女兒家；喜歡，遇到的每個人都很親切。

Wendy 
 
         第三週：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去游泳，不錯。Tang 
         去Mall；還好。Gina  
         拜訪朋友；喜歡。Babel  
         到公園踏青，非常大的公園，空氣清新，互動良好。Jack  
         教會、Shopping；喜歡。Yuonne  
         根本沒有聚會，有出去也只有帶我們去那4、5歲的小水公園，水只有

跟水龍頭差不多大。Taleban  
 

7、本週中課程、活動、寄宿家庭等方面，有什麼具體建議？ 
         第一週：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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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一些挑戰性。Meli 
         沒有，都還不錯。Lulu  
         活動和課程，希望可以讓我們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參觀溫哥華的有

名地方等；寄宿家庭能多帶我們去Shopping mall，去Shopping mallb

能讓我們自己逛。Galileo  
         有點聽不懂老師說的，不知接下來要做什麼。Gina  
         沒有，我覺得老師們安排的溫哥華之旅，會讓我們更了解溫哥華。Shelly 
         想換到 Level 3，Level 4太難了，壓力好大，打擊我的信心，別國的學

生太厲害了。Leslie  
         活動：課後活動都下雨，不好玩；課程：數學課程太長了，好想睡覺。

Yuonne  
         開放使用電子詞典；老師上課可以多給予其他科目的教材。Jack  
         週六活動在固蘭佛島上停留時間太短了。Andy 
         別人都可以出門、玩球、逛街買東西，還可以上網，早餐吃得比我們

晚餐還好。Amy  
         活動方面：希望再多考慮學生意願及當日天氣變化，雖然都非常新奇

有趣，但可能會因疲累、下雨的因素，影響參與活動的心情。Wendy 
         希望寄宿家庭能提供電腦。Alex  
 
        第二週：七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 
        不要三天洗一次澡。Galileo  
        沒有，我覺得都很棒。Jade  
        課程：越來越習慣；活動：不錯，尤其是星期六；寄宿家庭：來了一個

日本人，一樣是 Homestay，我們會和她聊天，她的英文滿好的，但是
說話就是怪怪的。Yuonne  

        安排各項休閒活動或Shopping或到Stlver city享受電影，亦可到溫
哥華享受加拿大宜人的氣候。Jack  

 
第三週：七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都還不錯。Jackson  
        一切都很好。Meli 
        都還不錯。Galileo  
        沒有建議。Babel  
        希望能安排友人聚會、BBQ等。Jack  
        沒有，因為很習慣。Yuonne 
        課程、活動：沒什麼問題；寄宿家庭三餐方面可能要改進一下。Taleban 
        滿意。Alex  
        KGIC很好，而且同學也很好，活動也很棒，但 homestay就有一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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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二）遊學團週札記相關意見分析： 
          本遊學團週札記原設計，以每週為一單元，由學生依該週之課程、

活動、學習及寄宿等向度，依設計中七個子題依序回應，每週六統一由

研究者或輔導老師發給學生，俟學生填寫完成後，分別交給研究者或輔

導老師蒐集，遊學期間三週，每位學生需填寫三份，其中學生填寫之相

關意見與建議，廬列如下： 
遊學團週札記建議事項： 

       1、活動和課程，希望可以讓我們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參觀溫哥華的有
名地方等；寄宿家庭能多帶我們去Shopping mall，去Shopping mallb

能讓我們自己逛。Sam 

       2、讓我們自己逛。Sam 

       3、有點聽不懂老師說的，不知接下來要做什麼。Rita 

       4、想換到Level 3，Level 4太難了，壓力好大，打擊我的信心，別國的

學生太厲害了。Sherly 

       5、活動：課後活動都下雨，不好玩；課程：數學課程太長了，好想睡覺。

Stephaine 

       6、開放使用電子詞典；老師上課可以多給予其他科目的教材。Shawn 

       7、週六活動在固蘭佛島上停留時間太短了。Steven 

       8、活動方面：希望再多考慮學生意願及當日天氣變化，雖然都非常新奇

有趣，但可能會因疲累、下雨的因素，影響參與活動的心情。Jenny 

       9、希望寄宿家庭能提供電腦。Alan 

       10、不要三天洗一次澡。Sam 

       11、安排各項休閒活動或Shopping或到Stlver city享受電影，亦可到溫哥

華享受加拿大宜人的氣候。Shawn 

       12、希望能安排友人聚會、BBQ等。Shawn 

       13、課程、活動：沒什麼問題；寄宿家庭三餐方面可能要改進一下。Justin 

 

  （三）對課程、活動、學習及寄宿等之分析 
       1、課程：活動和課程，希望可以讓我們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參觀溫哥

華的有名地方等；課程：數學課程太長了，好想睡覺；想換到Level 3，

Level 4太難了，壓力好大，打擊我的信心，別國的學生太厲害了；

課程－沒什麼問題。 

          分析：數學本來就枯燥，學生不是很喜歡，用英文授課更沒興趣，因

之好想睡覺；依學生語文能力測驗成績分組分班，有少數學生分到上

一班上班，因之有點聽不懂老師說的情況，第二天很快調整適當班級

上課，該情形很快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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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活動：課後活動都下雨，不好玩；週六活動在固蘭佛島上停留時間太
短了；活動方面：希望再多考慮學生意願及當日天氣變化，雖然都非

常新奇有趣，但可能會因疲累、下雨的因素，影響參與活動的心情；

安排各項休閒活動或Shopping或到Stlver city享受電影，亦可到溫哥

華享受加拿大宜人的氣候；活動－沒什麼問題。 

         分析：活動課程都在下午，那幾天幾乎都下雨，因之影響活動課程，

建議應有配套措施；週六活動地點，因時間安排因素，各活動地點停

留時間稍短，建議難得機會到加拿大，行程之安排宜充足為宜。 

      3、學習：有點聽不懂老師說的，不知接下來要做什麼；開放使用電子詞
典；老師上課可以多給予其他科目的教材；安排各項休閒活動或

Shopping或到Stlver city享受電影，亦可到溫哥華享受加拿大宜人的

氣候。 

          分析：依學生語文能力測驗成績分組分班，有少數學生分到上一班上

班，因之有點聽不懂老師說的情況，第二天很快調整適當班級上課，

該情形很快已改善；外籍老師用意在培養學生使用英文詞典，當然開

放使用電子詞典有其方便性。 
       4、寄宿：寄宿家庭能多帶我們去Shopping mall，去Shopping mallb能讓

我們自己逛；希望寄宿家庭能提供電腦；不要三天洗一次澡；希望能

安排友人聚會、BBQ等；寄宿家庭三餐方面可能要改進一下。 
          分析：寄宿家庭有責任在身，必須負責學生的安全，而且Shopping mall

很大，學生自己逛很危險；寄宿家庭都有電腦，因電腦壞了無法提供

使用；加拿大的房子建築材料都採木造，浴室也是，在語言溝通上有

些問題，Home爸媽要求洗完澡要把育浴室擦乾；加拿大的飲食習慣

和台灣不同，出國遊學是要體驗、適應學習環境才是。 
 
 
四、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 

            任何活動在設計與進行後，通常會設計一系列相關檢核表列，在這次
遊學活動中亦是如此，設計該遊學團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以每週為一單

元，再以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作逐一檢視，以下將九十四年課

程暨活動檢核資料及九十五年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作詳細分析： 
    
（一）九十四年課程暨活動檢核資料分析 

         
1、第一週（參考表 11） 

            本週於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滿意度平均值達 4.5以上者有：
7/4的課程滿意度平均值 4.5、活動滿意度平均值 4.5、住宿滿意度平
均值 4.5；7/7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6；7/8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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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週（參考表 11－1） 
            本週於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滿意度平均值達 4.5以上者有：

7/12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5、飲食滿意度平均值 4.6；7/13住宿滿意
度平均值 4.6、飲食滿意度平均值 4.6；7/14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7、
飲食滿意度平均值 4.7；7/15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6、飲食滿意度平
均值 4.5。 

       3、第三週（參考表 11－2） 
          本週於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滿意度平均值達 4.5以上者有：

7/18課程滿意度平均值 4.5、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7、飲食滿意度平
均值 4.6；7/19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7；7/20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7、
飲食滿意度平均值 4.6；7/21宿滿意度平均值 4.7、飲食滿意度平均
值 4.6；7/22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5、飲食滿意度平均值 4.7。 

 
   （二）九十五年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分析 
 

1、第一週（參考表 11－3） 
            本週於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滿意度平均值達 4.5以上者有：

7/6住宿滿意度平均值 4.6。其他如課程、活動、飲食等在本週滿意
度平均值 3.0－4.4之間，雖不甚突出與理想，但整體而言是可以接
受。 

2、第二週（參考表 11－4） 
            本週於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滿意度平均值達 4.5以上者沒

有，本週之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滿意度平均值 2.8－4.3之間，
整體而言，本週之各項滿意度平均值略低於上週，但又優於下一週。 

3、第三週（參考表 11－5） 
          本週於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滿意度平均值達 4.5以上者沒

有，滿意度平均值都在 3－4之間，特別在 7/20活動滿意度平均值只
有 1.0、7/21動滿意度平均值只有 2.0，可見該週的活動設計有問題，
7/20活動課程是安排Metrotown都市巡禮、建築之美及逛街、採購，
因時間安排太過短少，逛街、購物未能滿足學生；7/21活動課程是
安排結業典禮、頒發結業證書及惜別會，因典禮及惜別會等茶點準

備簡要，學生們對餅乾類較不喜歡。 
 
   （三）九十四年課程暨活動及九十五年課程暨活動滿意度比較 

經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中課程、活動、住宿、飲食等方面滿意度

平均值得知：九十四年課程暨活動滿意度平均值明顯高於九十五年課

程暨活動滿意度平均值，但兩年遊學課程及活動設計大致相同，語言

學校、上課地點、師資、活動、住宿等都一樣，所得到的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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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飲食等方面滿意度有所不同，在九十四年課程暨活動滿意度平

均值最低 3.8（介於滿意與普通之間）、最高是 5.0；九十五年課程暨活
動滿意度平均值最低 1.0（非常不滿意）、最高是 4.6（介於非常滿意與
滿意之間）。 

 
 
五、總體活動回饋問卷 

          總體活動回饋問卷心得回饋彙整表、總體活動回饋問卷課程滿意度統
計表等簡列如下： 

 
（一）總體活動回饋問卷心得回饋彙整表 

        1、我對整個遊學活動體驗感到： 
（1）其實這次遊學是綜合課程及旅行的，緊張之餘又可放鬆心情真是

棒！ 

         （2）非常好，我學到一些我未來不知的事。 

         （3）覺得很不錯。 

         （4）整體來說，我覺得非常的不錯，學到了很多東西，是一個難忘的

暑假。 

         （5）這是第一次到這麼遠的地方，真的很讚。 

         （6）很開心，因為可以交到許多的外國朋友。   

         （7）非常知性、豐富、有趣。 

 
        2、我對整個遊學課程內容感到： 
          （1）能體驗加拿大的風情亦可學習英文，想必英文能力增加不少。  
          （2）有時候會覺得太簡單。 

          （3）覺得很不錯。 

          （4）滿意，只不過有時上課會太難，有時又太簡單。 

          （5）每一天都好充實，時間過得很快。 

          （6）很滿意，可以一邊學習一邊體驗外國學習環境。 

          （7）可以學到許多的東西。 

 
        3、我對整個 Homestay的食宿問題感到： 
          （1）寄宿家庭有回到家的感覺，餐餐美味、氣氛溫馨，比台灣更令

人娛樂。 

          （2）homestay太小氣，食物不好，但還是很快樂。 

          （3）homestay對我很好，讓我變胖了。 

          （4）希望能都一點蔬菜。 

          （5）不管是三餐飲食、上下學接送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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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我的homestay好熱鬧，來自各國，超棒的。 

          （7）超滿意，homestay有時煮的菜，都像我回到家的感覺。 

 
       4、我對遊學時安排的旅遊行程感到： 
         （1）學習之餘的快樂總是美好而短暫的，如溜冰真是一生難忘的體驗。 
         （2）太累了，星期六我都想休息。 

         （3）很滿意，行程內容我都喜歡。 

         （4）活動時間有點短，但還是很不錯。 

         （5）都好充實，收穫也好多。 

         （6）很滿意，欣賞加拿大的美麗風景、知識及歷史。 
         （7）景點好，一、二週的導遊很棒。 

 

       5、我覺得能增廣見聞、開擴視野： 
         （1）看看廣大的溫哥華，其實只是加拿大的一部份，我們應敞開心胸，

人是多麼渺小。 

         （2）這次的遊學，讓我所看到的世界變大了。 

         （3）視野開擴了不少。 

         （4）這次出來不只是學英文，還學到了很多課本學不到的知識。 

         （5）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當然能多聞囉！ 

         （6）加拿大真棒。 

         （7）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國家的人和建築。 

         （8）了解更多異於台灣的民俗。 

 
       6、我覺得能感受到不同的異國文化： 
         （1）由於家中有日本人，所以食物與台灣相似，但仍然餐餐都有加拿

大的特色。 

         （2）這次的遊學，我交到許多國家的朋友，我非常開心。 

         （3）也能都交到外國朋友。  

         （4）西方真的和我們不大一樣。 

         （5）感受到不同的異國文化。 

         （6）這裡和台灣真的很不一樣，我能感受也能更了解異國文化。 

         （7）這次安排的活動，讓我更了解加拿大的文化。 

         （8）不可能感受不到，這裡和台灣差太多了。 

 
       7、我覺得自已比較不害怕用英文溝通： 
         （1）是的，感覺到加拿大被熱情的人們吸引，英語其實並不困難。 
         （2）因為在homestay溝通都用英文。 

         （3）臉皮變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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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剛來時，我就覺得，其實英文溝通不難，我滿習慣的。 

         （5）有時候還是怕怕的，但有比較好了。 

         （6）其實也還好，雖然不會的單字太多，但只要肯開口就很棒。 

         （7）比較不怕用英文溝通，可是有些還是不太敢說。 

         （8）對！有時在國外都需要跟外國學生用英文溝通，久而久之自然比

較有自信。 

 
       8、我覺得能學習到語言、增進語文能力： 
         （1）是，每日沉浸英語的薰陶下，英語定大有所展。 
         （2）常跟homestay成員講話就會進步。 
         （3）尤其是和homestay的人交談。 

         （4）有時候聽不太懂，但是覺得有進步。 

         （5）語文能力應該有進步。 

         （6）在這英文是主流，所以很容易。  

         （7）平時在學校，有時會用英文跟一些人溝通。 
 
       9、我覺得能學習到獨立解決事情： 
         （1）由於加拿大是舉目無親的，所以自己解決事情的能力是逼迫下成

長的。 

         （2）我可以學習到他們的禮節和文化。 

         （3）現在終於可以獨立了，我非常高興我長大了。 

         （4）解決事情的能力變快了。 

         （5）這次只有我自己出來，感覺很快樂，我也可以很獨立。 

         （6）因為最依賴的爸爸媽媽都在台灣，所以都要獨當一面。 

         （7）在國外一個人就是需要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8）較能夠不依賴父母。 

 
       10、我覺得遊學完可能讓自已更有自信： 
          （1）現在我就已經很有自信了，希望下次能獨立到加拿大、美國，

作一個月的自助旅遊。 

          （2）敢開口說英文的機率變大了。 

          （3）我會更有信心，在英文方面特多。 

          （4）用英文時較不緊張。 

          （5）應該有吧！也讓自己和其他人知道，我是可以的。 

          （6）讓我更有自信與外國人對談。 

          （7）變很有自信。 

          （8）語文能力增進了不少，而且增加了一點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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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我覺得整趟遊學能讓自已更加成長： 
          （1）回台灣後，我有計畫要學好英文，想必明年的這個時候，我可

以更加進步。 

          （2）成長了很多，尤其是獨立。 

          （3）我突然發現我長大許多。 

          （4）有很多收穫。 

          （5）當然成長了很多，也有很多收穫。 

          （6）可以讓自己語言上溝通，可以有很大的進步與成長。 

          （7）成長很多。 

          （8）使我看待一些事情比較成長些。 
 
       12、若有機會還會想再參加類似的活動： 
         （1）若有美國或加東行程，想必會再參與。 
       （2）一定會的。 

       （3）這次的遊學讓我不回台灣了。 

       （4）非常想再參加出國的遊學活動。 

       （5）其實離開自己家鄉，看看外面的世界還不錯，有機會再來一趟。 

       （6）如果是太多華人的地方就不想，因為跟華人可說中文。 

       （7）嗯！不過要看我這一年的表現。 

 
（二）總體活動回饋問卷課程滿意度統計表（參考表 6－1） 

                          將學生對總體活動回饋問卷課程滿意度得分方面，以非常滿意 5
分、滿意 4分、普通 3分、不滿意 2分、非常不滿意 1分等總數，分別
把每一滿意度換算為百分比，依1至12項逐一臚列如下： 
1、我對整個遊學活動體驗感到： 
滿意度：5分－52.9% . 4分－47.1% 。 

       2、我對整個遊學課程內容感到： 
          滿意度：5分－47.1% . 4分－41.1% . 3分－11.8% 。 
       3、我對整個 Homestay的食宿問題感到： 
          滿意度：5分－35.3% . 4分－47.1% . 3分－11.8% 。 
       4、我對遊學時安排的旅遊行程感到： 
          滿意度：5分－35.3% . 4分－52.9% . 3分－11.8% 。 
       5、我覺得能增廣見聞、開擴視野： 
          滿意度：5分－70.6% . 4分－23.5% . 3分－5.9% 。 
       6、我覺得能感受到不同的異國文化： 
          滿意度：5分－76.5% . 4分－17.6%.3分－5.9% 。 
       7、我覺得自已比較不害怕用英文溝通： 
          滿意度：5分－52.9% . 4分－29.5% . 3分－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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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我覺得能學習到語言、增進語文能力： 
          滿意度：5分－52.9% . 4分－29.5% . 3分－17.6% 。 
       9、我覺得能學習到獨立解決事情： 
          滿意度：5分－47.1% . 4分－29.5% . 3分－17.6% 。 
       10、我覺得遊學完可能讓自已更有自信： 
           滿意度：5分－52.9%.4分－29.5% . 3分－17.6% 。 
       11、我覺得整趟遊學能讓自已更加成長： 
           滿意度：5分－64.7% . 4分－23.5% . 3分－11.8% 。 
       12、若有機會還會想再參加類似的活動： 
           滿意度：5分－70.6% . 4分－17.6% . 3分－11.8% 。 
     註：非常滿意 5分、滿意 4分、普通 3分、不滿意 2分、非常不滿意 1分 
 
（三）總體活動回饋問卷建議事項分析 

在取得總體活動回饋問卷後，將其中的建議事項及課程滿意度等兩方

面加以彙整及分析，以下把總體活動回饋問卷建議事項，分別呈現如下： 
總體活動回饋問卷建議事項： 

      1、先感謝智意總監及各位辛苦的工作人員，我們以十二萬分的感謝，向
各位致謝，希望能再度參與這令人收穫良多的行程，如果下次能再度

參與，必是令人興奮至極，但如果能增加課後活動時間，將有 120%
現在是 119.9%；非常感謝總監，請我們吃中國菜。 

      2、下次去美國。時間應長一點至一個月，希望下次可去不同的國家，多
看看學習。 

      3、希望每項活動的時間能長一點。 
      4、不知要建議什麼，大概都很好吧！這次出來，不管是智意總監、老師、

同學，大家都超級好的，真希望能一直在這，都不要回台灣了。 
      5、去遊樂園。 

6、有些逛街的時間太短了，根本買不到東西。 
7、希望下一年，能再體驗這種學習方式，能夠跟國際朋友們再相見。 

      8、時間太短了，好不容易習慣這的上課方式和同學、老師，可是要回國
了，感覺什麼都才開始，結果已經結束了，都還不想回去說。 

      9、希望可以讓大家住附近，這樣放學或週末可以串門子，就不會無聊。 
         逛購物中心的時間太短了；應該要讓我們可以帶冰酒回來；價錢太高

了，再降一些；可以辦冬天的。 
 
  （四）總體活動回饋問卷滿意度分析（參考表 6－1） 
      1、總體活動課程滿意度：非常同意 5分超過 50%以上者有： 
        （1）項目 1：我對整個遊學活動體驗感到……52.9% 
        （2）項目 5：我覺得能增廣見聞、開擴視野……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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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項目 6：我覺得能感受到不同的異國文化……76.5% 
        （4）項目 7：我覺得自已比較不害怕用英文溝通……52.9% 
        （5）項目 8：我覺得能學習到語言、增進語文能力……52.9% 
        （6）項目 10：我覺得遊學完可能讓自已更有自信……52.9% 
        （7）項目 11：我覺得整趟遊學能讓自已更加成長……64.7% 
        （8）項目 12：若有機會還會想再參加類似的活動……70.6% 
 
      2、總體活動課程滿意度：同意 4分未達 50%以上者有： 
        （1）項目 2：我對整個遊學課程內容感到……47.1% 
        （2）項目 3：我對整個 Homestay的食宿問題感到……35.3% 
        （3）項目 4：我對遊學時安排的旅遊行程感到……35.3% 
       （4）項目 9：我覺得能學習到獨立解決事情……47.1% 

 
 
六、外籍老師回饋表 

以下為外籍老師對學生相關表現滿意度之百分比情形： 
 
（一）外籍老師回饋統計表（參考表 7－1） 

       1、孩子（學生）會主動以英文交談或提出問題： 
          滿意度：5分－54.2%.4分－38.6%.3分－7.2%。 
       2、孩子（學生）的英文程度合於中等學校英文水平： 
          滿意度：5分－44.3%.4分－35.2%.3分－20.5%。 
       3、孩子（學生）在上課或活動中會主動參與及互動： 

      滿意度：5分－45.5%.4分－38.2%.3分－17.3%。 
       4、孩子（學生）在聽、說、寫等，合於該級數英文能力： 
          滿意度：5分－50.6%.4分－38.9%.3分－10.5%。 
       5、孩子（學生）在聽、說、寫等，合於該級數英文能力： 
          滿意度：5分－56.4%.4分－32.4%.3分－11.2%。 
       6、KGIC學校要求學生只能說英文，學生都有能力做到： 
          滿意度：5分－52.3%.4分－39.3%.3分－8.4%。 

註：非常滿意 5分、滿意 4分、普通 3分、不滿意 2分、非常不滿意 1分。 
 
（二）外籍老師給學生的建議 

在遊學過程中取得外籍老師的配合不易，先說明回饋表設計之用意，

並說明資料取得後對學生之幫助何在，最後在課程結束前請外籍老師給予

配合填寫，以下為外籍老師給學生的建議詳細陳述： 
外籍老師給學生的建議： 

        1、上課能安靜、細心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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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課互動時，語文表達能力及主動性不足。 
        3、分組討論或合作學習，欠缺與同學互動動機。 
        4、在教室及校區是要求 Eglish Only，學生還是愛說中文。 
        5、經過三週語文及活動學習後，語文表達能力、主動學習等都呈現進

步。 
 
 （三）外籍老師回饋資料分析：（參考表 7－1） 
      1、外籍老師回饋滿意度：非常同意 5分超過 50%以上者有： 
       （1）孩子（學生）會主動以英文交談或提出問題……54.2% 
       （2）孩子（學生）在聽、說、寫等，合於該級數英文能力……50.6% 
       （3）孩子（學生）在您的教學方式中學習、適應良好……56.4% 
       （4）KGIC學校要求學生只能說英文，學生都有能力做到……52.3% 
      2、外籍老師回饋滿意度：同意 4分未達 50%以上者有： 
       （1）孩子（學生）的英文程度合於中等學校英文水平……44.3% 
       （2）孩子（學生）在上課或活動中會主動參與及互動……45.5% 
 
七、homestay爸媽回饋表 
以下為 homestay爸媽對學生相關表現滿意度之百分比情形： 

 
（一）homestay爸媽回饋統計表（參考表 8－1） 

       1、孩子（學生）會主動和 home爸媽或家人問候、打招呼： 
      滿意度：5分－58.3%.4分－32.5%.9.2%3分。 

       2、孩子（學生）會把房間、寢具、衛浴等環境整理乾淨： 
          滿意度：73.5%5分.26.5%4分。 
       3、孩子（學生）在住宿期間，一切生活習慣良好： 
          滿意度：53.6%5分.33.2%4分.13.2%3分.。 
       4、孩子（學生）於早餐、晚餐，都懂得用餐相關禮儀： 
          滿意度：62.3%5分.28.6%4分.9.1%3分.。 
       5、孩子（學生）在住宿期間，會主動和 home爸媽或家人交談： 
          滿意度：53.1%5分.35.3%4分.12.6%3分。 
       6、孩子（學生）在交談及語文學習上，主動積極： 
          滿意度：45.6%5.分.32.3%4分.23.1%3分。 

註：非常滿意 5分、滿意 4分、普通 3分、不滿意 2分、非常不滿意 1分。 
 
（二）homestay爸媽建議分析 

遊學教育中語文學習及相關活動是重點，但在寄宿家庭區塊的互動情

況，亦是很值得探究的一環，在取得 homestay爸媽的回饋資料後，作詳細
彙集與分析，以下將 homestay爸媽的建議詳細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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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ay爸媽的建議： 
       1、大部份學生能和 home爸媽及成員相處融洽。 
       2、會整理個人房間、保持房間清潔等好習慣 
       3、用餐時懂得餐桌禮儀、服務長輩。 
       4、學生在住宿期間，生活習慣尚良好。 
       5、欠缺主動和 homestay成員問候、聊天。 
       6、晚餐後學生躲在房間，極少和 homestay成員看電視或談話等。 
 
（三）homestay爸媽回饋資料分析（參考表 8－1） 
      1、homestay爸媽回饋滿意度：非常滿意 5分超過 50%以上者有： 
      （1）孩子（學生）會主動和 home爸媽或家人問候、打招呼……58.3% 
      （2）孩子（學生）會把房間、寢具、衛浴等環境整理乾淨……73.5% 
      （3）孩子（學生）在住宿期間，一切生活習慣良好……53.6% 
      （4）孩子（學生）於早餐、晚餐，都懂得用餐相關禮儀……62.3% 
      （5）孩子（學生）在住宿期間，會主動和 home爸媽或家人交談……53.1% 
     2、homestay爸媽回饋滿意度：滿意 4分未達 50%以上者有： 
       孩子（學生）在交談及語文學習上，主動積極……45.6% 
 
八、文件的資料 

本研究之相關文件資料，一為研究者帶領的遊學團的所有資料，其中

包括學生名冊、學員資料表、行前說明會資料、住宿家庭確認表、住宿家

庭概況資料、學生上課課程及活動表、遊學行程表、遊學注意事項、KGIC
語言學校簡介、溫哥華及素里地圖等；其二為研究相關資料，如：觀察的

資料、訪談的資料、遊學團週札記、課程暨活動檢核紀錄、總體回饋問卷、

外籍老師回饋表、Homestay爸媽回饋表等。其編碼方式為全數歸於附錄，
並以附錄一、二、三、………等方式標記；或以表 1、2、3……. 等方式標
記，以便於參照。 

 
 
 
第五節  研 究 之 信 效 度 

 
  一個研究的設計、實施過程、資料獲得的解釋與研究的發現，是否具有信度

與效度，代表著考驗研究的嚴謹程度與研究者的研究態度，基於研究者本身即是

蒐集資料的工具，因此建構評估的標準十分重要，為提高本研究之信效度，以下

就研究者如何建立本研究之信效度加以說明。 
 
壹、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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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是指可重複性（replication），包含內在信度和外在信度：「內在信度」

指不同的研究者，根據事前給予的研究架構，使用相同的研究方法，能達到相同

研究成果的程度；「外在信度」是指不同的研究者，透過相同或相似的方法，可

以發現相同的現象或產生相同構念的程序（王文科，民 78，p.103-116；胡幼慧、
姚美華，民 85，p.141-147）。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者本身即為「蒐集資料的工具」，為使研究過程中蒐集到

的資料確實符應研究者所欲探究的研究問題與冀望達到的研究目的，以及盡量去

除個人主觀的偏見和盲點，以建立本研究的信度。因此研究者以下列的方式來建

立本研究的信度： 
 
一、前測訪談（pre-interview）： 

         研究者在遊學團出發前即以自行設計之「半結構性訪談」大綱，九十
四年遊學團二十二位學生中，一位是其中一位學生的姐姐高中生外；九十

五年遊學團十二位學生，都是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當然也是訪談對象，訪

談進行中希望從中發現可能遺漏的問題或相關線索，以便更正半結構性訪

談的內容，俾使訪談內容切重研究所欲探究的核心。 
二、研究者使用機器設備（錄音器材、照相機）來紀錄訪談資料，並在整個遊

學訪談過程中做資料的檢核工作，依循檢核、澄清、再訪談的循環過程，

不斷地蒐集資料、檢核資料，以確定訪談資料內容的可信度。 
三、為使資料的蒐集盡量完整、避免有所遺漏，研究者請九十四年、九十五年

隨團的老師成為「協同研究者」（co-researcher），以便協助研究者蒐集學生
與學生間才可能蒐集到的資訊。 

四、研究者另請他人整理錄音內容，並做成逐字稿，由他人做成逐字稿以避免

遺漏或研究者的偏見與盲點。 
五、研究者時時自我反省、時時檢視自己習慣性探究問題的立場和想法，以避

免偏見（避免想當然爾！）。 
六、使用多種方法蒐集資料，如研究者本身的參與觀察、訪談研究對象、文件

收蒐集和協同研究者的蒐集資料等。 
 
貳、效度 
 
效度指的是研究結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可靠性（dependability）和穩

定性（stability），包括內在效度和外在效度。「內在效度」是指研究結果能夠真
正代表真實的程度，即參與者與研究者之間對事物的推論與類別的概念是相同共

享的；「外在效度」是指研究結果可以適用於相同研究情境的程度，具可比較性

與詮釋性（王文科，民 78，p.103-116；胡幼慧、姚美華，民 85，p.141-147）。 
以下加以說明研究者如何建立本研究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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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訪談可順利在自然、輕鬆的情境下開始，研究者於召開遊學團行前說

明會之前，即先和遊學團的學生碰面，一方面蒐集學生遊學前對遊學這件

事的準備、想法、看法、觀感等相關資料，另一方面則希望藉由出發前的

碰面以使研究者和學生之間有一個好的良善互動的開始，以便遊學一開始

即能建立起互賴互信的關係，待與學員取得充分信賴後便於進行研究訪談。 
二、研究過程中不斷地蒐集資料，同時進行分析、檢核等工作，在遊學過程中

訪談持續進行，待遊學結束返台後歸納初步結果之後，再進行追蹤訪談學

員，以澄清和驗證新的疑惑、想法、解釋或概念。 
三、資料來源三角檢測（sources trangulation）：係指在同一方法中，檢驗資料來
源的一致性。所謂三角檢測的名詞源自「導航（navigation）和戰爭策略」
的用語，這種以合併多種不同方法來導出「策略」的思考，被 Denzin首次
引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胡幼慧、姚美華，民 85，p.271）。而應用多種
方法，其多種資料之使用增強了資料間相互的效度檢驗（Michael Quinn 
Patton原作者，吳芝儀、李奉儒，民 84，p150-151）。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
來源有研究者的觀察日誌、訪談紀錄、省思札記、協同研究者所蒐集的資

料、學員回饋單、遊學行程手冊等相關文件等等多種資料來源，以增加本

研究資料來源的一致性。希望透過多元的資料蒐集來源，經過分類、編碼、

檢視、歸納、分析與討論，將獲致的研究發現進行詮釋。 
 

 
第六節  研 究 倫 理 

 
     以下茲將本研究可能涉及研究倫理的部份，如：本人與 GEC合作業者的互
動、本人與學生的研究互動、學生代名的處理、本人身為「局內人」的評估等， 
分別加以說明： 
 
壹、本人與 GEC合作業者的互動 
 
第一次與該遊學教育文化公司朱總監碰面時，本人即表明辦理該活動之來

意，這兩次辦理並帶領遊學團最主要的用意與目的，在於推動遊學教育及研究，

相關當今國民中學學生遊學方面的研究，希望先行告知以避免日後的困擾，希望

他能明白，並適時給予本人需要的幫助。朱總監認為本人做遊學研究，只要不影

響學生的上課與活動的進行即可，何況他需要本人為領隊，以利遊學團課程與活

動之有效進行，於是雙方敲定合作模式，並希望往後還有繼續合作的機會。本人

並未將研究計畫讓朱總監看，但是本人答應論文寫完後必定奉送一本給他參考。  
 
貳、本人與學生的研究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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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學生從一開始就知道本人是校長，做事原則與領隊老師的角色，遊學

團出發的時候學生們不知道本人是研究者角色，反正也不急著告訴他們，只想和

他們建立更好的關係和互動，如此可以有利於該研究的進行。第一天語言能力分

班，接著正式上課，從這一天開始本人、隨隊老師進行研究者的觀察紀錄，以及

與學生的聊天互動，並在這樣的機會完成訪談與紀錄。 
在加拿大期間的上課與活動課程進行中，本人、隨隊老師會依上課與活動現

場，如每天早上上課之前、下課休息、活動課程之車程及活動中、下午下課放學

等候寄宿加庭來接等機會，本人、隨隊老師掌握時機與重點，以紙筆紀錄下訪談

的相關資料，甚至本人、隨隊老師回到寄宿家庭時，再將訪談的相關內容做一番

整理與紀錄。 
至於追蹤訪談部份，本人與學生共同約定返台後，俟成果專冊及光碟資料整

理完峻，在學校辦理座談與聚會，藉以談談心得、交換相片、發給專冊、成果光

碟等。此外，本人藉此機會訪談學生，談談他們返國後和什麼人提及自己的遊學

經歷、對自己學習語言的幫助、課程與活動對自己的影響等等。 
 
參、學生代名的處理 
 
為避免對學生造成困擾與傷害，九十四年二十一位學生及九十五年十二位學

生全部使用英文代名，又因為每位學生皆有一個英文名字，於是英文代名盡量取

與其英文原名南轅北轍的英文名字，以避免容易對號入座，致使對學生造成傷害

與日後不必要的困擾。 
 
肆、本人身為「局內人」的評估 
 
其實本人身兼遊學的總領隊，同時又是研究者，兩種角色無法截然劃分，本

人自始自終帶著研究者的角色與觀察者的鏡片進入現場，並時刻反思身為一個研

究者的「局內人」，應該如何盡量避免影響他們遊學過程的進行，但身為遊學團

的總領隊，卻又必須負起責任，例如學員上課學習狀況、寄宿家庭飼養寵物、週

六活動課程期間感冒等問題，都需讓本人陷於一種反省情境，以一個研究者的角

色，本人不宜介入他們遊學過程的進行，而是應該讓他們自行決定與解決問題。

然而本人身為總領隊的角色卻是責無旁貸，雖然介入的結果會影響他們遊學過程

的進行，亦會影響他們對整個遊學體會、想法與感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可以讓

遊學過程進行更加順暢，且對學員而言至少是正向的發展。 
本人身兼總領隊、研究者角色，不論居於何種角色，本人皆謹遵一貫原則、

始終如一，即以真心真情對待每一位學員，盡其所知所能給予關懷與協助，期使

學員們的遊學可以順利進行，並能滿載而歸且在人生旅程中足以留下珍貴經驗與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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