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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理論在提升國小六年級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 

學習成效之行動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英語補救教學方案，能否提升學生的學

習希望感與英語學習成就。過去研究顯示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有實施的迫切性，而

近年教育相關單位投注大量經費於國小英語補救教學，多以加強學生認知能力的

方法進行補救教學，但卻顯示實際成效有限。本研究以正向心理學的觀點探討此

議題，並更具體以 C. R. Snyder 希望理論為研究與課程設計之基礎，透過兼採認

知與情意的方法進行補救教學。為了解本研究的教學方案設計，能否對英語學習

低成就學生的希望感和學習成就產生正面影響，研究者以行動研究為方法，進入

台北市希望國小（化名），擔任攜手潛能學習計畫之教學者，參與實際教學以進

行研究。本研究參與者為六位六年級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學生。研究結果發現：一、

學生在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之表現未達顯著進步；二、學生在英語成就測驗

之進步皆達顯著；三、教學者的希望感也在過程中被提升。最後，依據研究結果，

對教學者、學校行政團隊、家長以及未來研究者提出建議。 

 

 

 

關鍵詞：希望理論、英語補救教學、英語學習低成就、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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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f Integrating Hope Theory into an 

English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gram for Elementary 

Underachievers 

Huei-Fen Ch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if a Hope theory-based English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gram promotes underachievers’ learning efficiency in 
elementary school. Pas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t is urgent to provide English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ary classro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Bureaus in city governments have spent considerable money on the issue; 
however, it seems that only promoting the subject knowledge has not been effective. 
This researcher wanted to try a different approach. I wanted to apply Hope Theory, as 
proposed by C. R. Snyder, into my remedial instruction, trying to empower students 
with positive thoughts and enable them with learning strategi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is plan would be effective, I served as an After School Alternative Program teacher 
to do an action research at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ity. There were six 6th 
Grade underachievers in the classroom. According to all the data gathered through the 
program, there are three findings. First, the students experienced some positive 
changes in their learning, although they didn’t show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ir 
level of hope. Second, their English achievement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y the 
program. Third, the teacher’s hope in teaching was also promoted by Hope Theory. 
Based on those findings, I suggest some ideas to teachers,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parents, and I outline further studies in English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Keywords: Hope Theory, English remedial instruction, English underachievers, After 
School Alternativ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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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語言能力是國家的資產，也是國民面對未來全球化時代的重要能力。台灣因

地狹人稠、缺乏自然資源，又地處亞太地區之經貿樞紐，積極與全球互動是維持

島內經濟命脈的主要方式，又英語為國際上最主要的共通語言，因此提升國人英

語能力以適應全球化時代乃為我國 21 世紀英語教育的重點項目。有鑑於此，我

國政府積極規劃國小英語教學課程，自 90 學年度起正式將國民小學英語教學納

入九年一貫課程，由國小五年級開始施行（教育部，2009；曾燦金，1998），以

回應時代之脈動、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並提高我國學童國際競爭力與回應民間對

於兒童英語學習的期待。然而民間對於兒童英語學習的期待，實則更早起步。早

在民國 70 年代起，因社會進步、經濟力提升、國際視野拓展，許多經濟狀況許

可的家長便早已將國小學齡兒童送入坊間美語補習班，提早英語學習起點以增加

未來競爭力（蘇順發，1999）。 

上述重視英語學習的現象，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教育部從 94 學年度起，

全面再將國小英語教學提前至國小三年級起實施。除了中央積極的修訂政策以因

應國人對於英語學習的需求與期待，地方政府也在提升兒童的英語能力上不遺餘

力。台北縣政府於 97 學年度開始試辦「活化課程實驗方案」，充實九年一貫英語

課程內容，增加英語學習時間，以提升學童的語言能力。而民間對於參與校外英

語補習的風氣，也並未因提早英語學習起始點的政策在學校正式課程中實現而減

少。由此可見，國人對於兒童英語學習一事期待深切。 

然而，英語教學政策的制定雖實現了國人對於提早英語學習起始點的期待，

但實際之教學成效與政策之理念和目標卻未必相符。根據最新修訂之九年一貫國

民中小學課程綱要，國小英語教學旨在奠定英語溝通能力之基礎、提升英語學習

動機與興趣、擴大國際視野並獲得新知，以增進國際競爭力（教育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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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國小英語之教學目標為強調基本英語溝通能力及生活實用為主，並培養兒

童學習英語的興趣及方法，以期能自發、有效地學習，並能從外國語言學習中，

認識外國文化，尊重差異。然而，對照教學現場的狀況與上述政策的理念與目標，

卻發現有著南轅北轍的差異。詹餘靜和姜毓玟（2004）研究即發現，部分學生面

對英語學習低成就的挫敗，造成學習意願不高、信心不足、缺乏成就感，甚至放

棄學習，顯示事實與政策之理念與目標背道而馳、漸行漸遠。 

推究造成學習低落的可能因素，發現目前國小英語教學現場中，多以維持原

班級的大班教學為主，僅有少數嘗試以能力分級方式進行教學活動。大班級常態

式教學雖符合教育機會均等、社會正義的公平性及避免學生標籤化的負面效應，

但教師也面臨極端雙峰現象所導致的教學困境（王勝忠，2010；伍嘉琪，2007）。

尤其在家長「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求好心切下，提早英語學習的現象甚為普

遍，也因此國小英語在常態班級下的雙峰現象更為突顯。以往國中長期存在的英

語程度差異現象，也隨著英語教學向下延伸而在國小教室中浮現，而且越趨往兩

個極端分散。鄭俊芬（2005）即指出，班級中學習落差所造成的「雙峰現象」其

實就是社會資源競爭的縮小版，家長的社經地位直接影響學童的英語學習機會。

 雙峰現象帶來的影響，同時影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對教師而言，班級學

生能力差異過於懸殊，使得教學難度提高許多（伍嘉琪，2007；陳姿青，2002；

葉兆祺，2003），教師在教學中頻頻面對挫折經驗，又難以在教學中獲得成就感，

著實也逐漸消減教師對教學的希望感和熱情，遂漸以「教完就好」的心態面對百

年樹人教育大業。而對低分群的孩子而言，教師雖盡量配合全班程度、挑選中間

難度的教材授課，但對他們來說，要能跨越最初階的學習材料仍是一件相當吃力

的事。因此他們在成就表現與同儕相較下，不但缺乏成就感，更容易產生自我放

棄等消極的學習態度。影響所及，低分群學生在國小階段便未獲得正向的英語學

習經驗，這種現象將繼續延伸至國中階段的學習，而形成負向的惡性循環經驗，

連帶影響國中的學習。潘靖英、翁嵐瑜、石美齡（2005）便指出，國小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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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班級學生程度參差不齊，又未積極的對低分群學生進行補救教學，上了國

中學習材料難度增加，學生程度的落差更加明顯，使國中教師在授課上亦遭遇更

大的困難。由此可見，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孩子，其影響深遠，值得教育研究

者深入思考。 

因此研究者認為，對於班級中學習不力的國小學生，若能在其學習過程中，

便適時對其學習問題進行補救與協助，應可有效改善其學習不力的情況，亦能降

低班級程度落差，提高教學效率。許繼德（2009）、王勝忠（2010）研究即顯示

出同一班級內英語能力參差的問題與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童之補救教學的必要

性與迫切性。而李孟峰、連廷嘉（2010）與徐偉民、林潔慧（2010）的研究則更

進一步指出參與補救教學的學生在學科學習成效與情意面普遍有所成長與進步。

緣此，研究者認為補救教學的及早介入，應能彌補家庭資源缺乏所帶來的學習資

源不足，使低成就學生在該學習階段，獲得應有的基本學科知識與能力，有效改

善英語學習不力的狀況，亦可縮短班級程度差異，降低常態大班教學的困難。此

乃研究動機一。 

但如何以適當的補救教學提升低成就生的學習成就？過去曾有一些現場教

師，以行動研究發展英語補救教學，試圖解決學生低成就的問題，但其研究多針

對教學方法、運用多元方式與媒體等方式進行改進，使教學更具樂趣，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吳季芬，2005；林安妮，2005；姜毓玟，2003；黃涵

鈺，2007；詹餘靜、姜毓玟，2004；賈惠文，2003）。上述研究的確為國小英語

教學帶來更多革新性的啟示，但卻多著重於教師方面的教學方法、教學技術或者

教材編纂處著墨，而較少針對學生面對英語學習挫折時的心理歷程進行探討。而

研究者認為「教學」是師生雙方共同創造而成，因此面對學生學習成就低落時，

應該亦須由師生雙方共同思考。因此研究者試圖由教育心理學的觀點進入，理解

學生學習挫折的心理狀態，試圖由改善學習者的學習心態著手，以其提升學習成

就。自 Martin E. P. Seligman 在 2000 年擔任美國心理學會會長以來，明確指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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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的發展將邁向新的里程─正向心理學（引自唐淑華，2010）。心理學的發展

逐漸突破過去的「缺點模式」而漸往「正向模式」發展，研究亦顯示正向心理對

於學業成就、學習效能、生活適應、創造力等有正向的影響（吳宗弘，2009；李

杏芬，2010；李若瑜，2009；蔡佳男，2010；Snyder, Rand & Sigmon, 2002）。

而 C. R. Snyder 與其同事以正向心理學中的希望理論角度出發，發現高、低希望

感的學生面對學習挫折有著不同的態度與因應之道，而這將繼續影響後續的學習

態度，使之走向繼續學習或放棄學習（Snyder, Lopez, Shorey, Rand, & Feldman, 

2003）；此外，國內研究也顯示希望感與學業成就有顯著正相關（黃德祥、謝龍

卿、薛秀宜、洪佩圓，2003）。因此研究者嘗試以學生的學習心理層面為出發點，

思考希望感對於發展補救教學的可能性。此乃研究動機二。 

國內有關希望理論的在教育上應用的研究數量不多，但有漸漸從廣泛、全面

的輔導聚焦到特定領域或目標的應用。例如，王沂釗（2005）、薛秀宜（2004）、

羅文秀（2005）的研究，企圖從整體的角度談希望理論在輔導上的應用。而陳怡

蒹（2007）、黃致達（2008）的研究，則開始進入希望理論在特定輔導目標上應

用。唐淑華（2006）則進一步探究國中學生學業挫折經驗與希望感之間的關係，

她以 C. R. Snyder 的希望理論解釋學生的挫折經驗，突破過去以教師角度出發，

改進教學策略或開發多元教材之教學導向。研究者認為該研究提供國內補救教學

領域一個嶄新的觀點，分別從教師者的教學心態與學生的學習挫折面向上，做全

面性的解釋與建議。因此研究者認為希望理論應可以在具體科目之學習低成就上

做更具體的應用，此乃研究動機三。 

研究者在閱覽相關文獻中發現，郭盈傑（2008）以希望領導模式提升國小英

語學習成就之實驗研究，也嘗試把希望理論與英語教學結合，藉此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興趣。其研究結果雖亦顯示該領導模式對低分組學生成效有顯著提升效

果，但研究者認為該研究所指「希望感領導模式」乃融合希望感、教師領導及該

研究生自身的教學經驗與英語專業知能建構而成，內容包含準備、激勵、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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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與評鑑五大面向，與C. R. Snyder希望理論中強調的目標、方法和意志力三

大面向仍有差距。再者，其實驗方案著重課堂中「領導」的差異性，以加強學生

互動、小組競賽為主，而非協助學習者對於學習的正向思維與策略運用之建構。

且該研究之實驗對象為原班級之正常教學，並未在補救教學方面有所著墨。因此

研究者企圖將英語補救教學與正向心理學之希望理論做更緊密的關聯，藉此鬆動

低成就學生的英語負向學習心態，以提升學習成效，此乃研究動機四。 

綜言之，為回應民間對英語學習時間提早的呼聲，國內英語教學的起始點向

下延伸至國小階段；但衍伸而來的雙峰現象，卻帶來教師授課困難與學習低成就

的棘手問題。雖有許多研究試圖運用新的教學方法、找尋多元教材來克服這些問

題，但對於教學現場的實用性卻相當有限。因此，本研究嘗試由兼採認知與情意

取向的補救教學出發，依據C. R. Snyder的希望理論來構思英語補救教學之方法，

協助低成就學生設定具體目標、使用學習策略以及培養堅強意志力，以提升其學

習成效，並重燃英語學習的信心與希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以希望理論為基礎，設計兼具認知與情意面向的補救教學

方案，並以低成就學生為對象，進行提升希望感與英語學習成就之實驗教學。具

體言之，本研究目的列舉如下： 

一、 透過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英語補救教學方案，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希望感。 

二、 透過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英語補救教學方案，提升低成就學生的英語學習

成就。 

三、 綜合研究結果，提供參與國小英語補救教學教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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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待答問題 

本研究之待答問題繼研究目的之推演，敘述如下： 

一、 透過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英語補救教學方案，能否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希望

感？ 

二、 透過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英語補救教學方案，能否提升低成就學生的英語

學習成就？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本節就「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希望感」、與「英語學習成就」定義之。 

壹、 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 

英語學習低成就乃指因後天學習因素影響，而造成英語學習成就低落者而言。

故本研究之參與者，將排除所有生理或先天限制者。本研究所指英語學習低成就

學生，是指六年級上學期班級英語學期成績 PR 值小於 25 者，並經由各班英語

任課教師評估其學習狀況所推薦者。 

貳、 希望感 

本研究以心理學者 C. R. Snyder 之希望理論為基礎。希望感是指個體面對未

來或生活擁有具體、特定之目標（goals），並根據目標，激發欲達到目標之動機

與堅持到底的意志力（agency thinking），以找尋適切之方式、策略或手段

（pathways thinking）完成目標（Snyder, 2002）。本研究中所指之希望感，則更

聚焦於英語學習的希望感，因此在評量工具部分，乃參考唐淑華（2010）希望感

評量方法：「問其想」、「聽其言」與「讀其寫」。「問其想」以兒童英語學習希望



7 
 

感量表為施測工具，該量表是修改唐淑華（2005）翻譯 C. R. Snyder 所編製之兒

童希望量表（Children’s Hope Scale, CHS），使量表陳述更符合英語學習領域，得

分越高表示希望感越高。「聽其言」以唐淑華（2010）整理 C. R. Snyder（2000）

之訪談大綱，做適度修正，使之更符合英語學習之情境，再根據訪談結果，分析

參與本補救教學方案學生之希望感。「讀其寫」乃根據各階段教學方案結束後，

學生所填寫之省思札記做分析，了解其希望感的變化。 

參、 英語學習成效 

本研究所指之英語學習成效，包含情意面向的希望感和認知面向的英語學科

知識學習結果。前者如上述希望感之操作型定義進行評量，後者則以英語成就測

驗為指標評定之。測驗試題由研究者自編，經試題分析確保測驗品質，測驗內容

包含「自然發音拼讀」、「字彙記憶」、「文法和句型」與「短文閱讀」四個面向，

得分越高表示該面向能力越精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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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藉由希望理論之教學設計進行教學，以提升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

學生之希望感與學習成效，最後歸納研究結果並提出建議，以供未來設計英語補

救教學方案之參考。本章將首先探討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出現率與學習特徵，再評

析英語補救教學的現況與相關研究，接著就英語學習所涉及的認知能力做說明，

最後則以希望理論在英語補救學上的應用總結文獻探討。 

第一節 英語學習低成就 

本節首先定義何謂「英語學習低成就」，接著探討英語學習低成就者的學習

特徵。此節文獻亦將作為本研究選擇研究參與者及設計補救教學方案時之參考。 

壹、 英語學習低成就的意義與出現率 

學習低成就（underachievement）是指學生無法在學習成就上表現出該有的

能力。學者郭生玉（1973）認為學習低成就是指學業成績表現明顯低於其學習能

力所可以表現者；李咏吟（2001）、林建平（2010）認為低成就學生是指無發展

性的障礙或心理疾病，但其學業上未能達到與能力相符的水準。若借用上述之概

念，則所謂英語學習低成就應指在英語科學習上，排除任何生理上的限制，學習

者的成就表現未達其能力所能表現者。 

低成就學生之所以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乃是因為研究者發現學習低成就

生所占比例不低；而且年級越高，所占比例也越高。郭生玉（1973）指出該類國

中學生約占台灣總學生人數的 20%至 25%。而 Roth 和 Meyesbury 研究發現美國

高中生和大學生的群體中，則有高達 40%至 50%的低成就學生（引自李咏吟，

2001）。雖然不同年級階段與科目間，學習低成就出現的比例有些差異，但其出

現率大約為 20%至 30%間。吳裕益（1980）研究顯示國中低成就學生不同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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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率，以英語科最高，約占 31%；而數學和國文則分別約 29%和 24%。林建

平（2004）則以迴歸分析指出台北市國小六年級學童，英語學習低成就比例約

25%，與國語、數學不相上下。因此參照相關文獻，本研究在選取研究對象時，

亦將以 20%至 30%為參照依據，亦即以六年級各班上學期英語學期成績 PR 值

20~30 以下之學生，參照校內英語任課教師推薦，並依其自由意願，成為研究參

與者。 

貳、 英語學習低成就生的學習特徵 

歸納學習低成就相關文獻，低成就生在學習上呈現一些共同學習特徵：如消

極的自我觀念、低落的學習動機、不良學習態度與習慣、社會適應差、易感到焦

慮、目標不確定、同儕比較等，這些特徵往往交互影響（余光雄，2003；李咏吟，

2001；詹餘靜、姜毓玟，2004；Brown, 2000），使得每位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學生

雖共同表現出學業成績低落之現象，但其關鍵因素卻有著不同的個別差異，也因

此當教育研究者欲探究英語學習低成就的成因時，也變得更為複雜。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發現，低成就學生顯現出缺乏明確目標與對學習的價值感

（林梅琴、黃佩娟，2000；林建平，2010；陳姿青，2002）。Brown（2000）借

用 Bloom 在情意領域的定義，認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必須對語言學習有所認

同和接受，較有可能成為優秀的語言學習者。低成就學生的目標，多為家長或老

師的要求，學生並未對他人的目標產生意義與價值感，而造成不知從何努力及不

知為什麼需要努力的結果。以英語學習為例，家長與老師所認為學「好」英語的

程度，學生未必認同；不僅如此，對他們而言，學習英語一事未必與成人世界的

認定相符。在此情況下，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意願與成效低落也就有跡可循了。因

此，設定目標一事，不僅考驗學生對學習的期待，更考驗教師如何設定國小階段

英語學習的界線。教師預期的目標將會在教學中呈現，而學生對於自己學習的期

待也會在課堂中呈現，若兩者能夠相吻合，則師生較能共創愉悅的學習情境。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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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所設定之目標乃在使低成就學生學會學習的方法、重建學習信心、相

信自己可以學習，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本研究亦嘗試在目標設定上著墨，並從教

學中觀察學生，透過方案中各次課程具體目標的累積，能否達到提升學習成效之

最終目標。 

另一方面，低成就學生共同的特徵則是缺乏有效的學習方法。Bleuer 指出低

成就學生常被指責不夠努力而非能力不足，但事實上許多低成就者的問題並非其

努力不足所致，而是學習策略欠佳所引起（引自李 咏吟，2001）。張景媛（2001）

也指出有些低成就學生往往花費許多力氣，卻得不到好的效果。這種努力與成就

不一致的表現，乃因為欠缺讀書技巧所引起。林建平（2010）在探討低成就學生

的心理特徵與原因中，歸納國內學者的研究指出，低成就學生在認知、情感和行

為方面均有缺陷，尤其是認知方面的認知及後設認知策略，亦即「學習方法」上

的缺陷。唐淑華（2006）研究亦顯示，許多學習挫折的學生，都曾想把該領域學

好，但卻因為沒有正確的方式，而造成不斷失敗。由此可見，學生在語言學習過

程中，若能選擇好的方法、妥善運用策略將是邁向成功學習的關鍵。Brown（2000）

與 Cox（2005）在語言學習的學理上，不約而同指出語言學習有待策略的使用，

使之達事半功倍之效。學者所謂之「學習策略」，即希望理論三大內涵中的「方

法」，因此在本研究的教學方案中，根據不同的學習目標，而有不同策略指導，

並透過學習結果的分析，驗證策略的指導能否對其學習有所正面效益。 

此外，低成就學生在學習的情意方面較為悲觀、不積極。Brown（2000）指

出，認知變項（包含學習風格與策略）和情意變項（包含內在的性格與外在的社

會文化因素）皆對能否成為成功的語言學習者有所影響。然而，情意方面所包含

項目較為繁雜，但大致仍可歸類為「低挫折容忍力」、「不當自我評價」、「錯誤的

內在歸因」等。李咏吟（2001）、林建平（2010）的研究指出，學習低成就的學

生對學習缺乏成就動機、挫折容忍力較低、容易自暴自棄，因此在面對困難時多

選擇放棄而不堅持、繼續找尋可能的嘗試；張曉娟（2009）指出英語學習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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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問題起因於無法有效堅持學習的動機。然而，Ehrman 卻也指出語言學習者對

事物的開放性較高、較能容忍曖昧、模糊情境者，也較可能成為成功的語言學習

者（引自 Brown, 2000）。因此，若能藉由提升學生的模糊情境的容忍度而使其不

輕易放棄學習，應能提升其學習的意志力。 

此外，學習挫敗的經驗讓學習者感到焦慮。而 MacIntyre 和 Gardner 認為外

語學習時的焦慮，的確會對語言學習過程產生負面的影響（引自 Brown, 2000）。

而 Alpert 和 Haber 更指出，損害性焦慮（debilitative anxiety）將使學習者以放棄

等逃避的方式，減輕學習的焦慮。同時，唐淑華（2006）的研究顯示個體無法面

對失敗，為避免再次面對挫敗的壓力，變成消極或拒絕學習。因此若能讓學生學

會如何處理面對學習挫敗的壓力、焦慮，也或許能降低他們面對困難便立即放棄

的可能。 

不僅如此，學習者對自身能力的自我評價也對其學習產生影響。張景媛（2001）

也指出不當的自我評價使低成就學生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完成任務；曾玉玲

（1992）對台北市高智商低成就國中生學習信念與相關因素研究也指出，除學習

行為外，「學習信念」是影響英語科學習成就的預測變項之一。而 Davis 和 Rimm 

（1989）更指出錯誤的歸因方式使他們把成功視為外在的好運氣，而失敗為內在

的沒有能力，因此多次的失敗經驗使他們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學習，而形成所謂的

「習得無助感」。這些負向的學習情緒、錯誤的歸因方式以及過度肯定能力的不

可改變，都將使低成就的學習者在學習中面對困境時，陷入更具挫折感與無力解

決的深淵。綜合言之，學習者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學習的認定，以及對自己能力可

否改變所抱持的信念，將對後續的學習意願與成效產生重大影響。而關於「信念」

對後續「學習行為」的影響，尤以心理學家 Dweck 的研究最能解釋其間的關係。 

Dweck（2002）的自我理論（self-theory）中指出，學習者對於自己能力所

採取的態度，將會影響其面對困難的因應方式。有一種學習者認為自己的能力是

無法透過後天努力改變的，表現成功即代表能力高人一等，而表現失敗則意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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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足，有損其自尊心與他人對自己的評價，因此在學習中極力找尋成功的表

現，並避免挑戰困難。該類型學習者將努力視為能力不足的表現，在成就表現上

若表現成功，將帶給個體更大的信心，肯定其能力優於他人；但在表現失敗時，

則容易退縮、拒絕學習以維持先前有能力的高自尊，這就是 Dweck 所謂的「定

型心態」（fixed trait）學習者。反之，另一種學習者視能力為可透過後天努力而

有所成長，在學習中重視自己在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與能力，勇於面對並挑戰困

難，對於失敗的解讀較為正向，認為這是努力不足的結果，將失敗經驗當作未來

繼續努力的動力來源，這就是抱持「成長心態」（malleable quality）的學習者。

若由 Dweck 的觀點看待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則那些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學

好英語，並採取逃避與拒絕學習的學生，便可將其歸類為定型心態的學習者。因

此研究者認為透過情意面的學習輔導，應可適時協助學習者重新審視自己的學習

過程，與各面向的改變，從細微的進步看見自己的成功經驗，藉此鬆動其固著的

心態，以較積極的成長心態面對學習。因此本研究在協助低成就學生學習時，也

將謹慎的與學生共同探究學習結果低落的事實，並從檢討中歸納可改變的因素，

從中獲得新的期待與努力的方向。 

語言能力的培養，須長時間累積而來，若在過程中缺乏正向的學習觀點與意

志力的堅持，實在無法讓英語學習成效顯著。尤其在面對困難時，激發動機嘗試

克服與意志力的堅持，更顯得重要。因此在英語補救教學中，如何協助學生對目

標持之以恆、遇挫折或困難時如何積極因應等關於「學習情緒」部分，其重要性

並不亞於學科知識的學習。緣此，研究者在本教學方案中，除了重視學生的正向

學習經驗，強調學習的可能性與能力的可改變性，同時亦將以同儕或他人的成功

經驗作為鼓舞，以為增強意志力之具體做法。 

綜合上述的研究，歸納英語學習低成就之各面向可發現，目前許多文獻皆與

C. R. Snyder 所提出「希望理論」的三大面向：目標、方法、意志力有異曲同工

之妙。因此在協助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學習輔導策略上，透過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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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應為可行之法。 

綜合本節所述，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出現率約 20~30%，低成就生的學習受內

在因素影響，而使其成就未能表現出應有的學習能力。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內

在學習特徵大抵可歸類目標、方法和情意三方面的不足。「補救教學」是整體教

學中的一環，旨在對中、低成就學生，依其需求施予適當的課業輔導，提供更多

的學習機會，協助其克服學習絆腳石，以彌補正規教學之不足（杜正治，2001；

引自徐偉民、林潔慧，2010）。不僅如此，研究者更認為補救教學的介入有助於

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因此本研究在協助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童的輔導方法上，將

以補救教學介入，兼顧其英語學科知識與學習情意兩面向，協助低成就學生克服

現階段的學習困難，並積極面對未來的學習。 

 

第二節 英語補救教學的現況與相關研究 

本節首先探討英語補救教學的現況與相關之研究，再就其優點與限制進行分

析，以作為本研究在設計補救教學方案時的參考。 

壹、 英語補救教學之現況與限制 

國內教學現場補救教學的施行，除有來自各縣市政府之教育經費支持；教育

部於 98~101 年的施政藍圖中，亦將辦理國中小弱勢學生之補救教學列為重要施

政項目之一（教育部，2009），透過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教育優先區等政策

之施行，編列預算提供各學校經費上的實質協助。教育部（無日期）於民國 98

年至 101 的施政理念與計畫書中呈現過去攜手計畫之成效：學生在國語、數學和

英語學習上，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有進步的學生比例皆超過 80%。但補救教學的

施行，是否成如上述報告發揮成效，卻值得商議。施政報告書所採用之數據，是

由全國數據所統計，在平均值的計算下，無法呈現極端值；更者，數據中所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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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步」，是否達顯著差異？在報告中並未說明。張新仁（2001）指出，基於

種種干擾因素，補救教學變成一項例行性事務，有做就好，而非「做好」，因此

成效未能彰顯。研究者在閱覽相關文獻以及在檢視在教學現場任教的經驗，歸納

出兩項國內英語補救教學成效不彰的現況。 

首先，國內英語補救教學相關研究為數不少，研究者亦積極找尋合適的教材

並開發嶄新的教學方法（余文玲，2008；林佩蓉，2007；陳又慈，2008；張瓊月，

2006；管世應，2006；謝沁宜，2008），但以非研究為主之補救教學中，卻常看

見未能重新找尋合適的補救教材與教學方法，而「再教一次」更是補救教學現場

中常見的方式。英語教師工作負荷量大，又「英語科」在國小課程中所佔地位不

如國語、數學重要，因此相關的補救經費、資源不但較少，英語教師也需自行負

擔補救教學的責任。也因此在有限時間與龐大工作負荷量的條件下，補救教學多

依原有的課程教材，作精簡與重複講述的工作。張新仁（2001）指出國內補救教

學一大缺失為教師授課時數達上限，無額外時間專門為補救教學設計課程與教材。

而陳淑麗、熊同鑫（2007）研究報告調查也顯示補救教學的執行，以原班級學科

教學為主，未能針對學生程度提供適性的有效教學。研究者認為重複講述並非完

全無效之補救方法，例如當學生在英語學習上的障礙是語法中主詞與 be 動詞的

配對混淆時，教師便可利用下課時間針對該具體項目重複講述，釐清學習者該部

分語法的概念。然而有些學生的落後是長期累積而來，若僅以精簡的課程教材與

重複講述之法進行補救教學，這並不符合學生的需求。試想：若學生可以理解「精

簡」的教材，何需進行補救？若學生可以接受相同的教材與教學方法，為何會學

習落後，需要再行補救？因此「再教一次」的補救教學成效不彰，其實可以預測。 

再者，補救教學的介入多著重於認知層面的補救。造成學習低成就的原因，

依據李咏吟（2001）的分析，可歸類為「認知因素」與「情感因素」兩部分。

Brown（2003）也指出，認知面向與情意面向皆為影響語言學習能否成功的變項。

學習低成就若由認知因素所引起的情感困擾，往往隨認知問題的解決而消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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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由情感因素所造成的認知困擾，補救教學則必須先處理學習者的學習情緒。

Krashen（1989）在第二語言習得的五項假說中，1

貳、 英語補救教學相關研究 

 其中情意濾網假說（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亦承認情意面向的焦慮、抗拒等變項，對語言學習有所影響。

研究者認為，重複講解一般課程內容是將學習低落歸因於「認知因素」的不足，

但低成就亦可能來自於情感因素，面對該類型低成就生若以一般課程內容進行補

救教學，即未符合補救教學需符合個別學生需求的意義了。因此理解學生的需求、

給予合適的學習材料、設計符合其需求的補救教法乃是使補救教學發揮效用的關

鍵。Shao（1998）研究建議中即指出編製補救教學適用教材的必要。因此研究者

在進行教學方案設計時，乃根據學校正規課程所採用的教材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的學習目標設計之，以協助學生與班級學習接軌；但除了認知因素的思考，研究

者更關注學習低落者的情感因素。前節提及的研究調查顯示，學習低成就者的共

同特徵之一為消極、負向的學習心態，因此在情感方面，研究者乃以正向心理學

的希望理論為基礎，設計本教學方案。兼顧認知與情感因素，以符合學習者的需

求，進行有效的補救教學。 

綜上所言，英語補救教學現況中，由於未採用合適的教材與教學方法以符合

個別學生需求，使得在提升低成就生英語能力之成效上有所限制。因此研究者將

計的依據。 

國內關於英語補救教學的研究為數不少，研究者曾以「英語補救教學」為關

鍵字，蒐羅國內博、碩士論文相關研究，共39篇，發現在介入方案、補救教學目

標、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介入方案次數與資料收集上，呈現一些特性，以下分

別說明之，並以表2-2-1整理呈現。 

                                                       
1 Keashen 的五項假說分別為語言習得和學習假說（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語言監控

假說（the monitor hypothesis）、學習自然順序說（the nature order hypothesis）、語言輸入說（the input 
hypothesis）、情意濾網假說（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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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介入方案 

在介入方案部分，各研究生根據自己的專長領域，發展可能的英補救教學方

案，例如有關資訊、電腦科技的電腦輔助教學、網路多媒體（4 篇）、課外媒材

（11 篇）、2

在補救教學目標部分，其研究中所設定的目標大致可分為「認知」與「情意」

 讀者劇場（3 篇）、文化學習計畫（1 篇）、合作學習（2 篇）、策略

運用（4 篇）等補救介入方案。研究結果雖多顯示對於學習成效有正面影響，但

研究者認為琳瑯滿目的介入方案對於教學現場的實用性卻相當有限，例如面對學

習低成就的老師並非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能夠擁有上述橫跨資訊科技、選擇合

適課外媒材到指導讀者劇場等的能力。以王黃隆（2002）研究為例，他以電腦輔

助教學融入英語補救教學，改編他人教材設計符合研究需求教材程式。這對於未

深度涉獵資訊科技領域的教師而言，若欲以此研究為進行補救教學之參考，必然

有相當的難度與適切性的懷疑。 

而且研究者更認為先前有關補救教學研究之介入方案，多著重於教學法、教

學技術與教學媒材上的開發與改進，較少從低成就學生的心理面向著手。回顧這

些碩博士論文的研究結果，的確帶給教學現場許多啟發性的思考。然而，「教」

與「學」的關係密切，學生學習成效未達預期標準，可能來自於教師教學不力，

更可能來自於學習者先前的負向學習經驗，惡性循環與多重挫折後的習得無助感。

因此除了檢討教師教學品質外，研究者認為面對低成就學生時，更應站在學習者

的立場思考，探究其問題的癥結並對症下藥，協助其克服困難。因此除了學科知

識的介入，學習者心理健康的重建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因為健康、正向學習心態

的學習者，較能自主、自發的學習，不受外在環境與教學者改變的影響，這對於

未來無盡的學習路程，較具建設性。 

二、補救教學目標 

                                                       
2 包括：閱讀、童謠、律動、繪本、卡通影片、布偶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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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分。前者包含英語學習成效（25篇）與策略運用（2篇）；後者包含學習動機

（7篇）、學習態度（9篇）與學習興趣（2篇）、自我效能感的提升（1篇）。在這

些研究中，雖多能兼顧認知與情意面向的目標，但研究者也發現，情意面向的目

標多附帶在認知面向目標之下，教學介入也未特別針對情意面向進行引導，教學

成效主要仍以提升英語成就測驗分數為主。雖然補救教學的目標本為提升學習成

就，但研究者認為若過度強調學習者認知測驗分數的進步，而較輕忽學習歷程中

情意面的陶冶，將容易導致僅會考試但並不樂於學習的假象進步，而這樣的進步

對於長遠的學習而言並不穩定，也較無建設性。因此研究者在設定補救教學的目

標時，不僅關注學生英語認知測驗分數的進步，同時更強調正向、積極的良好態

度，使低成就學生樂於為自己所設定的目標學習，也更期望他們的英語學習道路

能持續不斷。 

三、研究方法 

接著，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歸納國中、小英語補救教學研究發現，目前國

中方面的補救方案多採（準）實驗介入方式（7 篇），亦即比較實驗組及控制組

在教學方法、策略、材料等方面是否產生顯著性差異，進而對實驗結果提出建議。

而在國小部分，雖量化與質性研究篇數差異不大，但主要是採質性的行動研究或

個案研究（13 篇）方式，而（準）實驗研究（10 篇）則次之。 

研究者認為，質性與量化研究各有其優點與限制，須同時考量研究之目的與

研究場域之實際狀況，選擇最合適的研究法。行動研究、個案研究在資料收集方

面較為深入，詳實描述學習者在歷程中的改變；而（準）實驗研究的優點在於控

制各種可能影響變項後，可清楚探究因果關係，並作有效的推論。研究者進入教

學現場後，評估教學現場實際狀況後，捨棄原先採用之實驗法，轉而以行動研究

為本研究之方法。此轉變歷程與原因，研究者於第三章研究方法處說明，此處不

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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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或研究參與者）上，以國小學童為對象的英語補救教學方

案，從二年級到六年級都有，由此可知補救教學在國小場域的普遍性與需求性。 

本研究選擇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教學介入。乃因為二至四年級

尚處於學校英語課程的初學階段，學習結果差異尚不明顯。而研究者選擇六年級

學生，不僅因為已經過較長時間的學習，成就差異明顯，更因為六年級畢業後即

將面臨義務教育的另一階段。七年級以後的學習，教材難度與分量加重，將更以

國小所學的基本能力為獲得新知識的工具，因此低成就生對於基礎學科的補救更

具迫切性。 

五、介入方案次數 

在「介入方案次數」上，先前研究因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不同而大相逕庭。大

多在10以上，30次以內，但也有多至50次者（林佩蓉，2007；陳又慈，2008；陳

雅惠，2007；廖郁馨，2008）。本研究配合研究場域本學期英語激勵班上課時間

進行行動研究，每週上課一次，每次2節共80分鐘，為期12週的教學介入。 

六、資料收集 

在「資料收集」方面，不論質性的行動研究、個案研究或量化的準實驗研究、

實驗研究，均著重數據資料與文字資料的平衡。行動研究與個案研究除了收集觀

察、訪談、省思日誌等文字資料，同時也兼採英語成就測驗、英語學習態度量表

等數字資料，共同顯示低成就學生接受補救教學的學習成效。而（準）實驗研究

除了成就測驗、態度量表等數字資料，也加上訪談、觀察記錄等文字資料，說明

數字底下的深層意義。兼採數字與文字資料的收集可對研究結果做更深入的說明。

例如，參加補救教學的低成就學生，在成就測驗前後測分數進步未達顯著差異，

但不能僅依此數據便斷言學習者「沒有進步」，或許學習者的內在心理歷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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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心態、動機等與自我評估等已有改變，只是學習成就之改變尚未明顯在分數

上呈現。因此研究者認為數字與文字資料的平衡收集，可以彌補量化數據或質性

資料之不足，使教育研究更全人化的思維。因此本研究亦採用該作法，以行動研

究為主，著重研究者在過程的省思及參與研究學生在歷程中的改變，並以英語成

就測驗、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等量化資料呈現部分教學介入之效果，平衡收集質

性與量化資料，使研究結果的呈現更為完整。 

綜言之，國小英語補救教學雖已累積不少研究結果，但經分析卻也發現補救

教學的介入方法及目標設定仍有再突破的空間，因此研究者試圖在前人的研究與

相關學理依據上，設計一個兼重認知與情意的補救教學方案，將研究與教學現場

的實用性做更有效率的連結。本研究主要採行動研究法，在本學期六年級英語激

勵班約12次24節的教學時間中，試圖以兼顧學科知識與學習情意的教學方案介入，

改善低成就學生負向的學習心態，並提升其學習成就。而資料分析方面則透過質

性資料與量化數據的分析，了解學習者在歷程中的轉變與補救教學介入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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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國內英語補救教學博、碩士論文整理 

項
目 

內 容 作者與年份 

介
入
方
案 

以
教
學
觀
點
設
計
之
方
案 

1. 資訊科技、電腦：電腦輔

助教學、網路多媒體、資

訊融入教學 

王黃隆（2002）、林佩蓉（2007）、
陳玉貞（2005）、張瓊月（2006） 

2. 課外媒材：閱讀、童謠、

律動、繪本、故事書、卡

通影片、布偶 

吳季芬（2005）、吳雅真（2006）、
李國彰（2007）、阮  玲（2007）、
邱筠佳（2009）、姜毓玟（2003）、
施穆穆（2007）、陳建宏（2007）、
廖郁馨（2008）、謝沁宜（2008）、
藍正發（2006） 

3. 讀者劇場 
李韻如（2008）、陳又慈（2008）、
陳雅惠（2007） 

4. 文化學習計畫 朱秋怡（2005） 
5. 平衡閱讀教學 余文玲（2008） 
6. 字母拼讀教學 賴文婷（2002）、賴玉倩（2007） 
7. 合作學習 林佩蓉（2007）、盧重佑（2009） 

8. 策略運用 
袁麗卿（2005）、郭慧雯（1999）、
郭芬玉（2006）、管世應（2006） 

以
學
習
心
理
觀

點
設
計
之
方
案 

9. 運用 ARCS 動機模式 顏淑菁（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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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國內英語補救教學博、碩士論文整理（續） 

項
目 

內 容 作者與年份 

補
救
教
學
目
標 

認
知
面
向 

1. 提升英語學習成效 

余文玲（2008）、吳季芬（2005）、
吳宜軒（2007）、吳雅真（2006）、
李國彰（2007）、李韻如（2008）、
阮  玲（2007）、林佩蓉（2007）、
邱筠佳（2009）、姜毓玟（2003）、
袁麗卿（2005）、張瓊月（2006）、
陳玉貞（2005）、陳雅惠（2007）、
陳建宏（2007）、陳又慈（2008）、
賈惠文（2003）、廖惠君（2007）、
廖郁馨（2008）、管世應（2006）、
蔡依儒（2009）、賴玉倩（2007）、
謝沁宜（2008）、藍正發（2006）、
顏淑菁（2009）、 

2. 提升策略運用 袁麗卿（2005）、管世應（2006） 

情
意
面
向 

1. 提升學習動機 

李韻如（2008）、李國彰（2007）、
邱筠佳（2009）、陳又慈（2008）、
陳雅惠（2007）、廖郁馨（2008）、
顏淑菁（2009） 

2. 提升學習態度 

余文玲（2008）、吳季芬（2005）、
吳雅真（2006）、李韻如（2008）、
阮  玲（2007）、林佩蓉（2007）、
賈惠文（2003）、蔡依儒（2009）、
藍正發（2006） 

3. 提升學習興趣 施穆穆（2007）、謝沁宜（2008） 
4. 自我效能感 袁麗卿（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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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國內英語補救教學博、碩士論文整理（續） 

項
目 

內 容 作者與年份 

研
究
方
法 

國
中 

量化：準實驗研究、實驗研究 

王黃隆（2002）、朱秋怡（2005）、
吳靜姍（2008）、郭芬玉（2006）、
郭慧雯（1999）、盧重佑（2009）、
賴文婷（2002）、 

質性：個案研究、行動研究 施翠華（2007） 

國
小 

量化：準實驗研究、實驗研究 

李韻如（2008）、吳季芬（2005）、
吳雅真（2006）、林佩蓉（2007）、
袁麗卿（2005）、陳玉貞（2005）、
賈惠文（2003）、廖惠君（2007）、
管世應（2006）、賴玉倩（2007）、 

質性：行動研究、個案研究 

余文玲（2008）、吳宜軒（2007）、
李國彰（2007）、邱筠佳（2009）、
姜毓玟（2003）、施穆穆（2007）、
陳雅惠（2007）、陳建宏（2007）、
陳又慈（2008）、廖郁馨（2008）、
謝沁宜（2008）、藍正發（2006）、
顏淑菁（2009） 

研
究
對
象 

二年級 
邱筠佳（2009）、賴玉倩（2007）、
藍正發（2006） 

三年級 李國彰（2007） 

四年級 
阮玲（2007）、陳又慈（2008）、
廖郁馨（2008）、廖惠君（2007）、
蔡依儒（2009）、顏淑菁（2009） 

五年級 

吳季芬（2005）、李韻如（2008）、
姜毓玟（2003）、袁麗卿（2005）、
陳雅惠（2007）、陳建宏（2007）、
賈惠文（2003）、管世應（2006）、
謝沁宜（2008） 

六年級 吳宜軒（2007）、陳玉貞（200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24 
 

第三節 與英語學習有關的認知觀點 

認知心理學有別於其他心理學派別之處，在於它將個體一連串的歷程做精細

的拆解，這對於教學有極大的啟發。以英語學習為例，它讓教學者清楚的了解學

習者在學習歷程中經歷哪些階段的變化，教學者便可據此以適合該階段的學習策

略進行有效的引導。此外，認知心理學對於補救教學的觀點更具啟發性，因為教

學者可根據各學習階段做有效的診斷，並介入合適的補救教學方案。Mayer 以認

知心理學的觀點，分析基礎語文學習者的學習階段；而第二語言教學的「策略教

學法」則將學習與溝通策略的研究成果應用至教室學習中（引自余光雄，2003），

提供不同學習階段或內容可採用的策略。因此，本研究在探知英語學習低成就者

的學科學習問題時，也將參照 Mayer（2008）以認知心理學的觀點分析語言學習

的歷程，以及 Oxford（1990）在語言學習策略分類系統，並以二者為進行行動

研究的重要依據。 

壹、 Mayer 對於語言學習的認知觀點 

目前已有一些認知學者針對語言所涉及的認知能力進行分析，例如 Mayer

（2008）便將語言學習分成「閱讀」（reading）與「寫作」（writing）兩部分來談：

閱讀部分又分成基礎的「閱讀能力培養」（learn to read）與高階的「以閱讀為工

具」的學習階段（read to learn），前者著重閱讀的流暢，而後者則關注於文本的

理解。而寫作能力則奠基在閱讀能力基礎上發展，但本研究著重於語言學習最基

礎部分層面的補救教學，而且 Mayer 在基礎閱讀能力培養中所談的音素知覺

（phonological awareness）、解碼（decoding）等有關聲音與符號的連結，亦為聽

（listening）、說（speaking）能力之基礎，因此本段落僅就 Mayer（2008）基礎

閱讀能力的培養（learn to read）做說明。 

 Mayer（2008）以認知心理學觀點，將基礎閱讀部分細分成四個階段，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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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音素辨識（recognizing phonemes）、字的解碼（decoding words）、流暢的解碼

（decoding words fluently）與了解字的意義（access word meaning），以下分別說

明之。首先，「音素辨識」是指語言學習者能夠知覺到語言中所使用聲音的單位，3

其次，「字的解碼」是指將印刷的文字轉化成有意義的聲音。以英語為例，

學習者若能正確的解碼，將每個字母符號轉換成有意義的聲音，則一串英文字母

將透過連續的聲音轉換而產生意義。透過將熟悉與無意義（或不熟悉字）的印刷

字轉換成聲音的過程，便可探知學習者是否擁有將符號轉換成有意義聲音的能力。

能正確且快速的轉換印刷字母和相對應的聲音，是成為優秀語言學習者的前提之

一。但在談論拼字時，曾有以聲音為拼字基礎的「自然發音法」和以意義為基礎

的「全字法」的爭辯。前者以解碼為其理論基礎，一個字是數個音素的組合；而

後者則將一個字視為一個有意義的最小單位。雖後來多以折中的做法兼顧兩者的

優點，但在大多數研究結果均支持學習者必須在學習閱讀理解之前，先精熟字母

與聲音連結的理由下，英語教學者仍多認為解碼是語言學習的基礎，必須先於閱

讀理解的學習。綜合音素辨識與解碼的觀點，並參照國小英語教材內容必配合自

然發音（phonics）規則之課程，研究者認為如此的設計與規畫並非出於隨機安

 

包括聲音的最小單位「音素」、由數個音素所組成的「音節」到數個音節組成的

「字彙」，其中並牽涉兩種概念：一為知道一個字彙由哪些聲音單位所組成，其

次是哪些聲音單位可組成一個字。Mayer整理相關研究發現音素知覺和語言學習

結果有明顯的正相關，欲成為一個優秀的語言學習者，音素知覺的能力是必要的，

因為一連串的聲音即表示該語言中的某種意義。不僅如此，Mayer在歸納其他相

關研究結果更發現音素知覺的能力雖非人人皆與生俱來，但透過有效的訓練與學

習，學習者皆可理解之。由此可見，一個英語低成就學生的障礙可能來自於缺乏

對英語音素知覺的能力，因此研究者將透過英語音素的訓練，協助其順利進入下

一階段─自然發音的學習。 

                                                       
3 在語言學術語中，聲音的最小單位為音素（phon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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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而有其學理上之依據。不僅如此，研究者在教學現場中曾面對的低成就學生

在英語學科知識中最大困擾即對自然發音感到生疏而影響後續的學習，包括「單

字背不起來」、「全部都是生字」的閱讀障礙以及字母和相對聲音無法連結造成的

聽、說能力障礙等。因此研究者在教學方案第一階段，考量六年級學生在學校正

規課程中，已進入第五年的英語學習，其自然發音能力並非完全空白，因此將採

取密集的複習促使其精熟英語學習最初階的能力，以順利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 

接著，「流暢的解碼」是指學習者的解碼達到自動化，在過程中僅需要消耗

少許能量即可正確解碼。學習者若能在解碼上達到自動化，便可耗費較少注意力，

並將有限的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集中在閱讀理解或句型、文法學習上，

提升學習的速度與效率。而Mayer整理相關研究也發現表現較好的學習者有較快

速且自動化的解碼過程。在該階段的訓練上，Samuels（1967）提出集中注意假

說（focal attention hypothesis），4

上述集中注意假說雖有其經實驗支持成立與被其他研究反駁之處，但對於英

語教學者有很大的啟發：針對不同目標之學習，皆有其可參考處。以本研究而言，

在第一階段訓練解碼達自動化的策略中，將字彙獨立於情境、脈絡外，避免干擾

以提升該階段學習的效率。而在第二階段的字彙記憶訓練，因涉及字義理解與字

彙正確使用，因此所採用策略將把字彙融入情境或脈絡中，以達成該階段的學習

 並經由後續的實驗發現，在沒有其他因素干擾

下，單獨呈現一個字彙的訓練方式，受試者在解碼部分表現較好（引自Mayer, 

2008）。這假設並認為流暢的解碼將可帶動閱讀理解能力的提升，但此假設並未

被廣泛的研究支持，而僅認為解碼的自動化僅成為優秀閱讀理解者的必要條件，

因為快速且正確無誤的解碼並不見得使聲音轉成有意義的訊息，雖可減少閱讀理

解時的工作記憶負擔，但仍需搭配閱讀策略的使用，才能真正成為良好的閱讀者。

因此最後一階段將進入了解字的意義，讓學習者能將聲音能轉變為有意義的訊息，

結合流暢解碼的能力，促進語言使用的能力。 

                                                       
4 集中注意假說 Focal attention hypothesis: visual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printed word 
rather than the context.（Mayer, 200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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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最後，「了解字的意義」即指找尋字彙的意義。以語言學習由下而上

（bottom-up）的觀點，字彙量的累積便顯得重要，Mayer 整理 Nagy 和 Scott 於

2000 年的研究，估計學習者每年至少需增加 2,000 個字彙。但要如何增進字彙量

呢？大量浸泡式的增加字彙量（immersion）和要求學生透過記憶特定字彙意義

的直接教學（direct instruction）雖都能增進記憶中的字彙量，但上述的學習方式

並未能包羅現有的字彙量與跟上新字彙產生速度，因此學習者若能由上而下

（top-down）的從文章脈絡猜測字的意義或透過規則性字根、字首拆解策略，則

在累積字彙量上將有效率許多。此外，正確了解字義與字彙的正確使用也是成功

閱讀者所具備的必要條件之一，因此在有意義的脈絡中學習字彙是相當必要的。

所以，研究者在教學方案第二階段中關於字彙的記憶策略，除了複習第一階段所

學的自然發音規則，也將加入合適句型的使用與字義的拆解與合併，提升字彙記

憶之效率。而第三階段則透過短篇閱讀綜合前二階段所學，強調基礎自然發音、

字彙記憶與正確使用及句型、文法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以為未來進入以閱讀

為工具的學習階段（read to learn）做準備。 

 簡言之，Mayer 由第一語言習得的觀點，認為基礎的語文學習主要有四個階

段，從音素辨識、字的正確與流暢解碼到了解字義，階段間環環相扣、相互影響，

亦即前一階段習得的能力將後一階段學習的基礎。上述 Mayer 的觀點是以第一

語言習得的觀點論述之，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習得歷程是否有所差異？Carroll

（2008）整理 De Houwer, Meisel, Biolystok 三學者對雙語學習者的研究發現，其

語言的習得有著類似的歷程。不僅如此，Krashen（2009）在第二語言學習的觀

點上，雖較傾向大量沉浸式的學習，但他也認同了解聲音與字母之關係的發音規

則，有助於初階閱讀學習者的理解。因此研究者在編寫補救教學方案時，也將參

照上述觀點，循序漸進提升學習者各階段能力，協助其順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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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分類 

學習心理學中強調策略使用對於學習的重要性，例如：Gagné的學習條件理

論便將認知策略視為五類學習結果之一。5

                                                       
5 Gagné（1985）主張學習者所學習到的是五類「學習結果」，分別是：心智技能、認知策略、語

文知識、動作技能態度（引自張新仁，2003：256）。 

 而國內研究也顯示學習策略的訓練，

對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正面影響（林玉惠，1994；郭慧雯，1999；袁麗卿，

2005；管世應，2006）。在英語教學中，Wenden（1985）首先主張學習者的策略

為自主學習的關鍵（引自余光雄，2003），因此策略教學法中強調教師教學的重

點不在於教多少字彙、片語、文法或句型，而是在於傳授哪些重要的學習「方法」

給學習者，讓學習者最終能獨立、自主的學習，因此策略教學法遂主要依據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分類系統而來。Oxford的策略系統包含「直接策略」與「間接策

略」，前者包含記憶、認知與補償策略，而後者包含後設認知、情意及社會性策

略，各策略之內容以圖 2-3-1 呈現之（Oxford, 1990）。 

 歸納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分類系統，與本章第一節所述低成就學生的特

徵有所呼應。首先，在間接策略中，後設認知策略的安排、計畫學習底下的設定

目標（I-B-3）和確定語言任務的目的（I-B-4）與低成就學生對於英語學習沒有

明確目標及價值感相呼應。若能透過具體目標的設定和價值感的建立，應能使低

成就學生在英語學習上更明確知道學習英語的目標與意義。此外，不論直接策略

或間接策略，均可視為幫助學習者在學習語言時，可有效率的達到目標，這與低

成就學生沒有適當學習方法之特徵有所呼應。學習者若能善用合適的策略，在達

成目標上也較為容易。更者，間接策略中，情意策略的鼓勵自己（II-B）與個體

正向的自我告知、堅持到底有關，因為學習者在遇到困難、阻礙時，能否以過去

的成功經驗激勵自己，激發動機設法解決，在解決低成就生消極的面對學習挫折

應亦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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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分類系統 

資料來源：出自余光雄（2003：178-179）、Oxford（1990：37-51, 13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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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分類系統（續） 

資料來源：出自余光雄（2003：178-179）、Oxford（1990：37-51, 135-150）。 

本章第一節曾述，研究者歸納低成就學生的學習特徵與希望理論所談的內涵

有所重疊；整合本章第一節與上一段落所言，透過低成就學生的學習特徵，研究

者歸納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分類系統與希望理論的三大主要概念有所相互回

應處，因此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也將參照 Oxford 的策略分類系統，使希望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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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涵與精神更具體的呈現在教學中。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系統，整體、全面的列舉語言學習之策略。而本研

究所介入之教學方案，是針對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之「補救教學」，又學習策略

的使用深受學習者心態與學習材料類型、難易度與學習目標等之影響，因此在本

研究中，將僅選取部分 Oxford 的策略來做為教與學的方法。總而言之，策略的

使用在學習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適當使用策略可讓學習者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因此研究者也將在下一節詳述希望理論後，結合希望理論與 Oxford 的語言學習

策略系統，建構本研究介入方案之策略架構，並在課程中將希望理論的輔導觀點

更具體的落實在英語補救教學中。 

綜合本節所述，Mayer 以認知心理學觀點分析語言學習者的學習歷程，提供

教師在設計、選擇補救教學教材時的重要依據；而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分類

系統則提供教師在使用教學方法與教學策略的理論基礎。研究者也將結合二理論

的精髓，設計合適的教學方案進行補救教學。但除了在教材、教學法上著墨外，

研究者在回顧低成就生的學習特徵中也發現除了認知層面的不足，消極、負面的

學習情意也是影響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正向心理學的發展，著重個體面

對事物的正向、積極心態，尤其是希望理論，更是融合情意與認知的新興理論，

與本研究從認知與情意兩方面探討英語補救教學有相符處，因此將在下一節深入

探討希望理論在教育上的應用。 

 

第四節 希望理論在教育上的應用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漸趨向一個較平穩而富裕的生活。正向心理學

遂在此時空背景下，逐漸超越以病理為主的心理學取向（Seligman, 2002），成為

研究與應用的新趨勢。正向心理學包含甚廣，希望理論（Hope Theory）是其中

一分支。本研究欲以希望理論為理論基礎，發展補救教學方案，提升國小英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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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學生之學習成效。以下將分別從希望理論的源頭—正向心理學開始，繼而介

紹希望理論的內涵以及如何有效增加希望感，最後整理希望理論在教育上的相關

研究作為本研究之文獻背景資料。 

壹、 正向心理學的發展與對教育的啟發 

正向心理學的興起，乃為彌補與突破心理學自發展以來，以病徵或被動的觀

點解釋個體活動的心理歷程，提供有別於「缺陷心理學」和「醫學模式」的思維，

重視事物的正向發展，期盼能發掘個體的長處及優點（王沂釗，2005）。例如，

精神分析和行為學派在教學或心理治療應用採取類似醫學的研究模式，嘗試找出

案主的病徵，以缺點模式為主要研究架構，進而改善或彌補個案缺陷處，達到心

理重建之歷程。但缺點模式的發展到達極限時，遂開始以「正向心理」的概念為

心理學領域注入活水。因此專業人員在面對個案時，除了改善、修復案主心理缺

陷處，更期望能以積極的方式，導引案主走向健康心理的個體，追求有意義的人

生，以樂觀的態度、自我超越的成長動機，建立有品質的美好生活（崔光宙，2008；

Seligman, 2002）。 

正向心理學是由許多概念慢慢集結而成。例如：現象學、存在主義等哲學思

想，重視個體存在的本質與意義，對正向心理學的發展有著啟發性的思考（崔光

宙，2008）。心理學第三勢力之人本學派大師，Maslow 和 Rogers 也從個體的主

動性出發，強調個體有自我成長的潛力。至此，心理學的發展欲引導個體走向自

我實現的積極面。因此，這些研究遂成為正向心理學發展之先驅。後續諸多研究

包括「心流」（flow）、「幸福」（happiness）、「希望理論」（hope theory）、「樂觀態

度」（optimizing attitude）等，亦皆歸類為正向心理學的範疇（王沂釗，2005；崔

光宙，2008）。緣此，美國賓州大學學者 Martin E. P. Seligman 在 2000 年擔任美

國心理學會會長，就職演說中宣示了正向心理學時代的來臨，大力提倡正向心理

學的發展（引自唐淑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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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在教育領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關注兒童的發展，據此選擇合適

的教學方法、教學材料，到學習困難的診斷與解釋，皆脫離不了教育心理學的範

疇。過去在解釋及診斷學生的學習困難及學習低成就上，亦多以缺陷式（或缺點

式）的觀點進行輔導或施行補救教學，亦即以成人的價值觀看待孩子的不足，並

加強成人認為孩子應該學習的學科知識。但正向心理學帶給教育的啟發，是讓教

育工作者重新定位教育現場的主角是學生而非教師。因此教師在面對低成就學生

時，不僅加強學科知識的訓練，更應關注學生學習低落的內、外在影響因素，並

積極的以適當的教學方法引導之，使其重建正向的學習歷程。 

貳、 希望理論的內涵 

希望理論的源起，是從一個廣泛面向的想法漸漸聚焦而成。很難斷言這是從

哪一位學者、何年發表的文章中具體提出而形成的理論（Snyder, 2002）。但大致

可將 Fritz Heider 從目標導向訪談中歸納出的結論，視為希望理論的基礎概念：

個體用方法來達成目標並產生尋找方法的動機與堅持的意志力，而 C. R. Snyder

則更進一步據此闡釋與說明，歸納並整理形成希望理論核心概念的三大面向：目

標、方法和意志力。 

希望理論中強調個體設定具價值的目標，因為目標對個體是有意義的，而能

激發個體產生動機找尋適當的方法，以企圖達到目標；又若在企圖達到目標的過

程中遇到瓶頸時，方能產生充足的意志力，堅持不懈地完成目標。因此希望理論

在個體追求達到目標的過程中，強調三大重要內涵：目標（goals）、方法（pathways 

thoughts）及意志力（agency thoughts），三者相互影響，循環不已（唐淑華，2008）。

以下分別說明三個重要內涵（唐淑華，2008；Snyd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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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goals）： 

希望理論中假設人類行為是目標導向（goal-directed）的。因此，具體而言，

「目標」即個體欲達成的標的。目標必須對個體產生意義，而且是可達成的，但

同時也保留了一些不確定性。因此，適當的目標必須稍有難度，是個體須付出努

力才能達成。 

二、方法（pathways thoughts）： 

又可稱為 waypower（McDermott & Snyder, 2000），即個體藉以達成目標的

策略或方式。對個體而言，達成目標的策略不只有一，當個體擁有高希望感時，

更能有效找尋可達成目標的策略及方式，以供一方式窒礙難行時，快速檢討、修

正及替換。 

三、意志力（agency thoughts）： 

意義接近於 willpower（McDermott & Snyder, 2000），指個體是否擁有強烈的

心理動力，運用上述各種方法追求目標（唐淑華，2010）。對事件抱持高希望感

的個體，才會有強烈的意志力運用策略以達成目標。 

因此，希望理論更主張當障礙（barriers）出現時，更顯希望感的重要。因為

這將牽涉個體是否有意願找尋替代方法以完成目標，如圖 2-4-1 所示。這類似尋

找替代道路的概念，當個體無法以最直接的路徑到達目標時，是否能調整挫折情

緒，找尋替代道路到達目標。因此研究者認為在協助低成就學生克服學習困難時，

可透過希望理論，從協助設定可行的目標、培養問題解決方法、指導有效學習策

略、積極面對挫折到正向自我告知等方面，做全面的分析、解釋與探討，規劃合

適的補救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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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Snyder 等人對希望感的定義 

資料來源：出自唐淑華（2008：111）。 

但希望理論中的三元素究竟如何運作，而呈現環環相扣的關係？由圖2-4-2

希望理論的完整模式圖更可清楚窺見「目標」、「方法」與「意志力」三者相互影

響的關係。個體對於目標是否能達成，關鍵在於是否使用有效的「方法」（pathways）

與擁有堅強的「意志力」（agency），而方法的多寡與意志力的強烈或薄弱有關，

兩者皆受個體先前經驗的影響。個體從嬰幼兒時期起，便開始經歷各種具體共同

事件的關聯（例如：A事件由B事件所引發）和心理事件的關聯（指個體領悟到

自己可以主動使某事發生）。前者使個體形成使用「方法」以達到目的基模，而

後者使個體主動控制如何使所欲之結果發生，而產生「動機」之基模，亦即心理

動力，在希望理論中所呈現的概念就是「意志力」。因此，「方法」與「意志力」

兩者交互作用下的結果（outcome value）將使個體形成一組情緒，若個體在過去

的經驗中，成功克服困難者較多，則積極正向的情緒便油然而生。 

而在追求目標之前，個體會先對目標做價值評估，決定是否主動使用方法以

達成當前的目標。如果目標對個體具有重要價值，那麼個體就會激發動機，採取

行動，思考達成目標的方法。又目標是否達成的訊息，將對個體形成回饋，影響

下一目標的追求，是否再繼續激發動機，使用有效的方法以達成之。個體對於追

求目標的方法與意志力不斷受先前事件結果的影響，而形成循環不已的回饋圈。 

希望理論模式圖也可清楚的說明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心理歷程。學習

者先前的學習經驗未獲得使用有效學習策略的指導與主動掌握自己學習成敗的

障礙 目標 個體 

（agency 

 

（pathway）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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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而導向低落的學習價值感；多次負向學習結果的訊息，使個體對目前及未

來的學習產生無力感，而陷入無窮的負向循環。但若能透過有效學習策略的使用

與學習結果主控性的再訓練，協助低成就學生建立學習成功的正向經驗與價值，

使學習心理歷程形成正向循環圈，應能改善過去的消極學習的狀況。緣此，研究

者認為對於低成就生的學習，應可透過希望感的提升，重建學習經驗，引其走向

更積極的正向學習，以提升學習成就。 

 

圖2-4-2  Snyder希望理論完整模式圖 

資料來源：出自曾文志（2010）、賴英娟等人（2009）、Snyder等人（2002：259）。 

参、如何有效增加希望感 

由數學式「Hope = Agency + Pathways」（Snyder, 2000）中可將希望視為個體

在追求具體目標時，方法與意志力之總和。三者間環環相扣，交互影響。因此欲

提升、增加希望感，從這關鍵的三者著手，應為有效的方法，以下分別說明之（唐

淑華，2008；曾文志，2010；Snyder, 2000; McDermott & Snyd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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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發展具體、明確、可行的「目標」 

個體因對某事物有所期待、有所寄望而渴望得到。因此我們可說讓個體感到

期待的「某事物」就是個體欲追尋的目標。目標對個體而言，必須是「有意義」、

「有價值」而且「重要的」，個體才會想要得到。因此，教師在協助學生尋找目

標時，必須尊重學生的觀點，否則一味的以成人眼光評斷何謂「有意義、有價值、

重要的」，將與學生的期待有所落差，而未能達到效果。此外，目標不應由他人

代訂。教師、家長可以協助孩子訂定目標，但卻不能強勢的將成人的目標灌輸孩

子，要求全盤接受。因為每個個體的價值感並不相同，對於何謂「有價值」的判

定基準未必相同。成人的價值未必是孩子的價值，若孩子未能感受到目標的價值，

則該目標對於提升希望感也是無效的。更者，目標的選擇必須考量其可能性，雖

然難度高的目標將增加其挑戰性，達成後將產生更大的成就感，但若成功機率過

低的目標，也很難使個體產生希望感。因此，目標的選擇必須是可能的、可行的。

總而言之，在協助英語學習低成就的學習者設定目標時，必須考量學習者的能力

與意願，同時，目標也必須是學習者所能接受而且對學習者產生意義，方能使目

標的追求更具成效。因此本研究的實驗教學方案，目標雖由研究者在課程進行前

先行規劃，但在實際教學活動中，將詳細的與學生溝通，讓學習者清楚了解並認

同教師所設定目標之意義。 

二、 擴展與強化「策略思維」 

策略思維，顧名思義，即要達成目標的「方法」。目標可大可小，因此根據不

同目標，亦有多種不同方法可以達成。希望感越高的個體，越能想出多種的方法

來達到目標。在強化個體在方法方面的思維上，Snyder（2000）建議可採取「心

像法」，即讓當事者在心裡預演，在心中推估每個步驟達成目標的效果，並藉由

觀賞個人在預演中可能發生的經驗，以具體建立各種可用的策略。Snyder 在具體

作法中建議（McDermott & Snyder, 2000: 157; Snyder, 200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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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大目標切割成具體可行的小目標。 

（二）累積小目標的達成而逐漸完成大目標。 

（三）使用不同的方法達成目標，並選擇最佳的方法。 

（四）在心中想像過程。 

（五）在心中想像如果遇到障礙時，將如何解決。 

（六）目標無法達成時，提醒自己未使用適當的策略而非責怪自己。 

（七）從錯誤中學習。 

（八）若需要新的技巧方能達成目標，那就學習新技巧。 

（九）與他人建立雙向互動關係。 

（十）不知如何達成目標時，積極尋求協助。 

簡言之，Snyder 建議的方法，不外乎將目標更具體化、思考多種可能方式、

自我預想、積極嘗試與尋求協助。因此在協助英語低成就學生時，引導其善用英

語學習的策略、預先想像策略使用的情境與可能遇到的問題，逐漸使學習者擁有

學習的方法，進而能達到擁有獨立學習能力的最終目標。因此在本教學方案中，

研究者融合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與希望理論的拓展策略思維，使學習者能獲

得學習英語的方法，進而能在本教學方案結束後，擁有獨立自主學習的能力。 

三、建立自信、增強動機與意志力 

就像只有想法而沒有行動力，將不可能達成目標的一樣。空只有目標與方法，

但卻沒有足夠的自信及意志力，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並且願意付出行動，目標依

然不可能達成。古諺有云：「三天打漁，兩天曬網」，便是擁有目標與方法，但是

缺乏意志力的最佳例證。因此希望理論中的意志力就是指個體在漫長的目標追求

或遭遇到困難時，是否能激發動機，使用各種方法（pathways）來達成目標的知

覺與自信。Snyder（2000）建議可透過回憶過去個人的成功經驗，喚醒當事人的

意志力。Snyder 在具體作法中建議（Snyder, 2000: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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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自己的選擇，應盡力完成它。 

（二）學習用正向的語言和自己對話。 

（三）對於障礙要有所預期。 

（四）把問題視為振奮自己的挑戰。 

（五）陷入困境時，隨時提醒自己的成功經驗。 

（六）遇到困境，幽默面對。 

（七）原本目標不可行時，也能找到替代目標。 

（八）享受追求目標的過程。 

（九）保持均衡作息。 

（十）品味周遭的環境。 

（十一） 無法克服困難時，尋求協助。 

簡言之，Snyder 認為在意志力的培養上，強調個體對於目標與方式保持彈性

的重要（引自唐淑華，2008），因為在追尋目標的過程中，不可能毫無阻礙，一

路順暢直達終點，過程中必然遭遇大小困難。更者，最初的目標亦可能在過程中

發現過於理想，而須適度修正。擁有高希望感的個體，能夠在遇到瓶頸時，檢討、

修正方法或目標，繼續嘗試與努力而非立即放棄。因此在對英語學習低成就者進

行補救教學時，教師若能喚起過去的成功經驗，正面的告知學習乃非一蹴可幾、

平穩順利的過程，積極面對學習困境，並正向引導與協助如何面對挫折，則學生

在面對瓶頸時，應較能擁有信心、激發動機解決問題，以繼續下一階段的學習。 

 綜上三項所述，希望理論的三大內涵並不複雜，但涵括可解釋的面向卻非常

廣泛：橫跨行為學派的增強論（以過去的成功經驗對個體行為產生增強效果）、

認知學派的建構論（建構個體目標與知識的意義），到人本學派的自由意志與選

擇（目標的設定必須對個體產生意義），包含學習的認知與情意兩大面向。因此

在提升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之希望感方法上，若能分別從「目標」、「方式」

和「意志力」著手，再統整體為一個整體的學習架構，應為提升其學習成就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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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 

肆、希望理論在教育上的相關研究 

早期希望理論在教育上的研究多以量表施測，探究及預測學生的希望感與成

就的關係，得到「希望感與其成就呈顯著高相關」之結論（黃德祥、謝龍卿、薛

秀宜、洪佩圓，2003；Snyder, 2002）。此時期的希望理論屬萌芽階段，透過量化

分析，探討希望感對個體的影響性。 

整理過去國內、外學者在希望理論上的研究發現，國內學者對該理論著墨並

不多，而且僅有的幾篇研究較多著重於希望理論在學生輔導上的應用。此處所謂

的輔導，乃指針對全人、廣泛面的預防性輔導，而非特定在學業輔導上的應用。

該時期對希望理論的研究接續 Snyder（2002）的研究更進一步發展，但仍屬理論

發展與應用的雛形階段，多以介紹希望理論之內涵、測量工具以及發展測量工具

為主，而實務方面也多侷限於在學生輔導上的應用，從廣泛的、初級層次的輔導

介入教育領域，而較少應用在針對特定學科之學習輔導上著墨（王沂釗，2005；

施周明，2008；曾文志，2010；鄭曉楓，2010；薛秀宜，2004；賴英娟、巫博瀚，

2009；羅文秀，2005；Snyder 等人，2003）。 

自唐淑華（2006）之後的研究可發現，希望理論不再僅應用於預防性輔導，

而漸漸轉向針對特定問題與對象做有效的解釋與處理。唐淑華（2006）一個以希

望感角度探究學生學習挫敗經驗的探討，首先將希望理論應用於學習挫敗的學生

經驗上，以希望理論角度，歸結出學生學習挫敗的原因。陳怡蒹（2007）以希望

感角度提升體育班學生之生涯發展概念，協助體育班學生對未來生涯發展，以更

積極的態度規劃之。黃致達（2008）以希望理論解釋大學生網路成癮的成因，並

以案例討論方式，協助深受網路成癮困擾的大學生，從新找回生活的目標，遠離

過度使用網路的消極生活。李秀媚（2009）亦以希望感理論為研究基礎，設計團

體方案提升被同儕忽視兒童的社交技巧，協助兒童以正向的思維方式解決問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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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因應問題的能力，並加強其社交技巧訓練。 

研究者曾在國小擔任一年的英語代理教師，面對高年級學童對於英語科充滿

挫折感的無力學習深感不捨，更擔憂其未來進入國中階段的學習。本研究深受唐

淑華（2006）研究之啟發，其研究結果歸納出學習挫折的三種類型：看似「目標」

明確，卻不知為何而戰的學生；想念好書，卻沒有「好方法」的學生；想專心念

書，卻沒有強烈「意志力」的學生。後二者與研究者在國小英語教學現場中和學

生的對話有部份不謀而合之處：「我很努力學英語，卻始終學不好」、「我下過好

幾次決心，但總在認真一兩天後又回到原點」。因此研究者欲在希望理論與前人

研究基礎上，做更深入的探討，協助學生設定合適的目標、以有效的策略學習英

語、培養堅持不懈的意志力，重新建立英語學習的樂趣與自信。 

國內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編製相關輔導介入方案的研究並不多。研究者以「希

望理論」為關鍵字，搜尋國內碩、博論文，僅得三篇從事相關課程規畫或方案討

論之研究（李秀媚，2009；陳怡蒹，2007；黃志達，2008）。陳怡蒹（2007）以

「生涯輔導方案」協助體育班國中生進行生涯輔導；黃志達（2008）以「案例討

論」進行網路成癮大學生之輔導；李秀媚（2009）則協助被同儕忽視的國小學童，

以「團體方案」進行輔導介入。 

三研究皆在分別在方案介入前施以前測，方案結束後施以後測、觀察與訪談，

分析方案的介入是否對受試者（或研究參與者）產生正面影響。上述三介入方案，

以7至10次的方案設計對受試者進行實驗，扣除前後兩次的相見歡與總結活動，

實際收集資料為 6 至 8 次。其整體方案設計中，皆扣緊希望理論中所強調的三大

內涵：目標（goals）、方法（pathways）、意志力（agency），每次的活動都有一

明確目標，而各次活動目標即為希望理論三大內涵之一：目標、方法或意志力。

但研究者認為，如此的方案設計，仍略顯不盡完善，因為希望理論的三大內涵，

彼此環環相扣、交互影響，若能在每次的課程規劃中呈現這樣的循環，則課程結

構將與希望理論的內涵更加吻合。因此研究者認為，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方案，



42 
 

可以分成兩個面向來談：第一部分為方案整體的架構，應同時結合目標、方法和

意志力三個元素。該面向在上述三篇研究設計中，多已達成該項目標。而第二部

分則為每次的活動，若能結合目標、方法和意志力三元素，將三元素視為一循環

圈，則更接近希望理論的意涵，使每一次的活動方案都能更鞏固研究參與者的內

在希望心理歷程（如圖 2-4-3 所示）。研究者認為李秀媚（2009）的團體方案設

計較為成熟，除了融合希望理論、焦點解決諮商技巧、社交技巧訓練，同時，每

次的活動目標，希望理論的三大內涵也較不壁壘分明，較接近理想的循環圈。因

此收集並分析相關文獻後，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之教學方案，應同時著重上述兩面

向的架構與內涵，藉由每次活動的小循環圈鞏固英語學習低成就者的正向學習心

態，再藉由整體的大循環圈加強對未來學習的正向心理建設，使學習者最終擁有

獨立學習的能力。 

 

圖 2-4-3  先前研究與本研究介入方案希望元素安排之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繪。 

除了課程的規劃更貼近希望理論三元素的循環，研究者也將結合前章所提及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使希望理論的理念更具體的在教學方案中實現，如表

2-4-1 所示。「目標」、「方法」與「意志力」為本介入方案之三大主軸，配合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發展出本研究的具體做法。 

在「目標」項目下，有「了解學習英語的意義」以及「設定長、短期目標」。

研究者採用的具體做法分別為，透過實際生活經驗的英語使用，讓學生了解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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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的實用性與必要性；協助學生設定個人學習目標，並配合現階段課程的學習，

設定合理的短期目標，完成各課堂之學習。 

而在「方法」項目下，分別有記憶策略、認知策略、補償策略、後設認知策

略與社會性策略。「記憶策略」包含以意義為基礎的「全字法」、以拼字為基礎的

「自然發音法」和反覆練習，平衡使用前二者以協助學生記憶，而反覆練習則為

精熟前述策略與學習材料之法。「認知策略」包含以自然發音拼讀單字、複誦、

句型搭配相關字彙和文法的使用及辨別中、英文差異，前三者使學生更熟悉英語

的語境、脈絡，而第四者則透過比較兩語言的差異，預測可能遇瓶頸處。「補償

策略」則包含利用文章線索猜測、模仿、尋求師長和同儕的協助與工具書的使用，

四者可讓學習者在聽、說、讀與寫四面向遭遇困難時的有效因應方式。「後設認

知策略」包含自我評估與找尋練習機會，前者使學生能自我監控學習狀況，進而

能找尋練習機會達到獨立學習之目標。「社會性策略」則包含與他人合作，藉由

同儕間的相互練習，使學習者更有效的在課堂中使用新語言，並共享學習的樂趣。

透過上述各項策略的訓練，使學生重新認識學習必須配合適當方法之使用，方能

有事半功倍之效。 

在「意志力」項目下，將由情意策略著手，包含肯定學習者過去成功經驗、

減少課堂中無謂的競爭並降低學習焦慮、鼓勵學習者勇於嘗試，並透過語言學習

日誌的撰寫，檢視學習進步的過程，重建英語學習的自信。 

簡言之，希望理論由最初的理論漸發展至實務應用，由理論的介紹漸至量表

的開發與使用；由一般性輔導到特定領域、學科與對象的應用，再更深入的轉向

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方案設計介入，企圖改善受試者或研究參與者的內在心理歷

程。研究者對於目前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者的無力學習、放棄學習感到無限不捨。

因此欲對英語學習成就者，透過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教學設計，兼顧認知與情意

的學習面向，設計補救教學方案，以鬆動其負向學習心態，重建學習心態並提升

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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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本研究英語學習策略架構 

希望理論 
的元素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本研究所採用 
的具體做法 

1. 目標 

1. 了解學習英語的意義 1. 從生活中的經驗知道學習英語的意義。 

2. 設定長、短期目標 
1. 讓學習者了解，為達成目標，「現在」應該

要做什麼。 
2. 如期完成每一節課的課堂目標。 

2. 方法 

1. 記憶策略 

1. 學習者看到閃示卡(flashcard)即可說出卡片

圖示的英文單字。 
2. 了解字母與相對應的聲音。 
3. 以自然發音拼讀單字。 
4. 反覆練習自然發音與複誦閃示卡之字彙。 

2. 認知策略 

1. 以自然發音法背單字。 
2. 跟著老師、同儕或 CD 複誦。 
3. 句型、字彙與文法的配合使用。 
4. 辨別中、英文句子的差異。 

3. 補償策略 

1. 在閱讀中運用線索做有意義的猜測。 
2. 模仿例句並造新句。 
3. 學習遇到困難時，尋求師長、同儕或他人

的協助。 
4. 遇到沒學過的字彙，會使用字典解決問題。 

4. 後設認知策略 
1. 學習者能自我評估每一堂課的學習內容是

否都已學會。 
2. 學習者能自我監控目前的學習狀況。 

5. 社會性策略 
1. 與他人合作，有效的在課堂中使用新語

言，並共享學習的樂趣。 

3. 意志力 1. 情意策略 

1. 鼓勵、肯定學習者的成功經驗。 
2. 避免過度課堂競爭活動，降低學習焦慮。 
3. 鼓勵學習者勇於嘗試，錯誤並非沒有價值。 
4. 邀請學習者撰寫語言學習省思札記，反思學

習歷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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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就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之背景介紹、研究工具、

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教學方案，以及資料收集與編碼五方面，分別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流程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
6
 進行為期一學期之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童提升英

語學習成效之研究。研究者受聘於台北市希望國小（化名）英語激勵班之教師，
7

                                                       
6 本研究計畫之初，研究者欲以實驗法進行研究，透過大樣本的實驗控制，獲得具推論性的結論。
然而，在實際進入現場後發現大樣本實驗介入在補救教學中的限制。以 Three-tiered model 的概
念而言，補救教學已進入 tier 2 或 tier 3 的層級，本應以小團體或個別方式進行教學，若在此欲
以大班級進行教學，實則違反補救教學之原則。此外，研究者受聘於研究場域之英語激勵班教師，
在配合學校行政業務與台北市政府規範國民小學開設「激勵攜手學習潛能計畫」原則下，每班人
數不得超過六人。研究者衡量個案研究與行動研究在該場域的適用性。因該班級人數為六人，以
個案研究而言，六位研究參與者人數過多，無法針對個案進行深入的觀察與探討。而研究者在與
學生接觸後，面臨學生放棄學習、失去學習意願等問題，又在閱覽相關文獻後認同認知與情意目
標並重的補救教學方法。最後乃採以小班級形式（6 人）進行行動研究，由教學過程中進行省思
與改進，解決問題並具體實現理論在教學上的應用。 
7  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之開班分為「攜手班」與「激勵班」，前者是指參加對象係指學期評量

單一學科成績為班級後百分之二十五，並具有下列弱勢身分之學生：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外籍或大陸及港澳配偶子女、（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及免納所得稅之農工漁民子弟、隔代

教養及家庭失功能子女（含單親）、身心障礙學生（含經鑑輔會鑑定為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其

他經學校認定有需要之學習成就低落弱勢學生；後者為參加對象係指學期評量單一學科成績為班

級後百分之二十五，不具弱勢身分之一般學生。而研究者於 2008 年 5 月取得國小合格教師證（小

字檢第 9701540 號），符合該計畫第四類師資：國小儲備教師（指具教師資格但未受聘擔任代理、

代課教師者）。 

 

與激勵班學生接觸後發現學生不僅英語學習成就低落，對學習沒有目標，甚至對

未來的學習也不抱任何希望，而導致對該科目的學習意願低落。研究者認為欲提

升其英語學習成就，不應單純僅就學科知識部分進行加強，同時也須適時加入情

意面的元素：希望感，藉以提升學生掌握自己學習的控制感，改變沒有能力學習

的想法，進而提升其英語學業成就，培養持續且積極正向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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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 C. R. Snyder 的希望理論為基礎，並根據語言學習的認知觀點為

方法，架構出本研究之國小英語補救教學介入方案。以下就準備階段、正式階段

與資料分析階段說明之，研究流程圖如圖 3-1-1 所示。 

一、準備階段（2010.07 ~ 2011.02） 

（一）發現問題 

研究者在接手英語激勵班教師後，深入了解學生需求與學習問題後發現，其

英語學習成就低落的表面下，可能潛藏的原因有二：第一，過去屢次挫敗的學習

經驗，讓他們對英語學習一事感到失望；其次為缺乏對英語能力在適應未來社會

所扮演角色的認識，以致於該科的學習興趣與動機低落。因此研究者認為欲處理

表面問題的同時，若能更深入思考造成該表面問題的根源，採取治本的方式，或

許能更有效協助學生，克服他們所面臨的困難。 

（二）界定、分析問題 

在界定、分析問題中，研究者嘗試以「希望理論」的角度切入，分析學生在

英語學習成就低落背後所呈現的規律：對英語學習缺乏明確且有意義的目標，導

致學習意願低落；缺乏有效的學習策略，因此常常事倍功半的努力耕耘，卻沒有

相對應的成果；缺乏堅持的意志力，以致於遇到瓶頸與無趣的學習材料時，即以

放棄作罷收場。緣此，研究者認為改變以往由認知層面著手的補救教學，思考兼

由認知、情意層面著手的補救方法或許可行。 

（三）草擬計畫 

草擬計畫部分分成兩方面規劃，分別為「學校行政單位的溝通」與「教學方

案之規劃」。台北市希望國小（化名）於 100 年度配合台北市政府辦理「攜手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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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習潛能計畫」，建立低成就學生課後補救教學之系統。研究者不僅從親身經

驗中發現有效補救教學的重要性，更從學理與過去相關教育研究中發現其必要性。

試想：國小階段學習落後的學生，若未能提供合適的補救教學，國中後面將面對

難度加深、份量更多的教材，如何期待他們能在國中階段能有效的學習？補救教

學的用意在於及時提供學習者合適的學習情境，協助學生獲得該階段應習得的學

科能力，並使其能順利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因此進行此類補救教學方案有其必

要性。 

況且，研究者與激勵班孩子接觸時也發現，這些孩子並非沒有英語能力，而

是他們的程度目前僅停留在國小三至四年級（或更早）的學習階段，與其現在所

處的六年級應學習之階段稍有落差。因此更認為若能配合學生目前程度，透過合

適的教學將其程度提升至國小六年級應有的學習階段，應能對其未來學習產生正

向影響，實現「把每個孩子帶上來」的理想。緣此，研究者在告知學校教務處個

人教學理念、研究計畫與釐清研究倫理後，獲得學校同意進行教學介入之行動研

究。 

接著，研究者進行教學方案之初步規劃。研究者於研究所階段修習有關補救

教學與情意教育等課程後，認為現行著重於認知層面的補救教學方法仍有許多進

步的空間，亦對未來以新思維進行之補救教學成效期待深切。因此研究者乃以希

望理論的核心內涵：目標、方法與意志力為課程架構，並配合學校英語正式課程

所採用之教材（康軒版 Hello, Darbie! 第十冊）為教學方案課程規劃之題材，進

行課程之設計與規劃，使教學方案更能具體傳遞希望理論在教學應用的真意。 

（四）文獻探討 

本階段中，研究者找尋有關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國小英語補救教學、英語

學習涉及的認知觀點及希望理論在教育上應用之文獻，從中獲知過去教育與研究

人員如何因應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的現象，及其因應策略之成效，做為本研究之

參考。接著，研究者欲兼採英語學習的認知與情意觀點，詳細規畫英語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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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希望感與英語學習成效。此外，研究者進行文獻探討後，

根據相關文獻修訂研究工具，如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英語成就測驗、了解

學生希望感之訪談大綱等，以為後續研究之使用。 

（五）前導研究 

研究者雖已於 2008 年取得國民小學教師資格，且有擔任英語代理教師一年

的經驗，但就讀研究所期間，不再與國小英語教學現場有所接觸，因此在正式進

入教學階段之前，研究者選定場域外三位六年級學生進行前導研究，以為修正教

學方法及再思考研究中可能發生狀況之具體依據。以下為前導研究結束後，研究

者之省思記錄。 

1. 有關「學習目標」之設定 

學習目標之設定與教材的規畫和選擇息息相關，教學者以教材為媒介來實現

課程之目標。最初，研究者在設定目標並規畫教材時，欲完全捨棄學校正式英語

課程所選用之教材，由坊間較具趣味性的課外讀物取材，供學生選擇，避免學生

對較無趣味性且重複的正式教材感到厭煩，因而降低學習動機。而且，Snyder

希望理論中，也強調目標須對個體產生意義，並出自個體的自由意志，個體方能

激發動機，努力達成目標。但研究場域所開辦之激勵班，實屬補救教學之範疇，

補救教學之實施，乃在協助大班級中學習落後學生之學習適應，利用課餘時間，

裝備其在正式課程中應習得與具備的能力，使其能順利再回到大班級學習。對學

習者而言，重複學習相同的教材，雖有厭倦之虞，但研究者更認為，一週僅一次

上課（約 80 分鐘）的補救教學時間，相同的教材若能以嶄新的教學方法呈現，

或許能克服此厭倦的負面感受。而且，研究者在本課程中將採用的教學方法，乃

突破過去著重教材知識的學習，認知部分嘗試以「學習如何學習」的方法進行教

學。以背單字為例，激勵班課程中並不特別強調學生要背好幾個單字，而是要他

們學會「如何背單字」的方法。因此，學生在激勵班課程中，學習新材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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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單字的方法）的同時，運用曾經在正式課程中學習過的單字（但不熟悉或根本

還沒學會）為例子，不僅能達成激勵班的學習目標，亦能實質對其正式課程的英

語學習有立即的回饋。研究者認為，學習是個目標導向的行為，課堂教學有其階

段性目標，未能完全放任師生無範圍的自由選擇，因此研究者在階段學習目標範

圍內，仍以正式課程使用之教材為藍本，提供學習者選擇的空間，做為本研究欲

達成之目標。 

進行前導研究時，研究者以康軒版 Hello, Darbie!第十冊第一課的六個片語為

教學材料，供學生挑選三個片語學習，並設定該堂課之學習目標。學生選擇過程

中，研究者僅就選定六個片語之意義與學生溝通，並未就所指定範圍處做說明。

三位學生在選擇時，皆以「這個比較短、這個看起來比較簡單」為選擇的理由（前

1000217），而非因該片語是他們真正想要學習的。研究者認為，雖已向學生說明

六個片語的意義，再邀請其做選擇，但他們可能仍未對教師所選定的範圍未產生

「需要學習」的感受。因此在前導研究階段，引導學生確立學習目標一事效果並

未彰顯。研究者認為，在下一階段正式進入教學，與學生溝通目標時，研究者需

清楚的向學生說明教師選擇教材範圍的緣由，以及明確與學生溝通各項學習材料

所代表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須提醒學生如何選定目標，讓學習者以更理性的思考，

選擇真正欲學習的目標，而非僅以選簡單的、應付交差了事就好的方式進行選

擇。 

2. 有關「方法」的學習 

有關方法的學習部分，為指導學生「如何背單字和片語」的方法，研究者以

字母和聲音的對應，即「自然發音」為教學之開端。前導研究中，參與的學生在

研究者介紹之初並不完全進入狀況，有些許懵懂的反應。因此，在正式進入實驗

階段，教學者必須先確認學生是否已學會 26 個字母、聲音配對的背景知識，確

定學生的起點行為，再進行教學。此外，在前導研究課程中，學生也對母音的發

音變化感到困惑，例如：相同聲音對應不同母音字母，相同母音字母卻對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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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以及一個聲音但對應的不是單一字母等。因此進行此部分教學時，當遇到

類似狀況，以 bowling 為例，該字中的/o/，所對應的字母為 ow，必須特別向學

生說明，並舉類似的例子如 yellow 以為佐證說明，學生較能理解並接受這是發

音的其中一項規則。 

其次，本研究在如何背片語的方法中，是採用指導學生先背關鍵字，再背片

語之法。以「go bowling」為例，先背 bowling 是保齡球，而在中文裡說「打」

保齡球，英文只要簡單使用「go」即可，所以「打保齡球」的英文就是「go bowling」。

然而，學生在此提出一個問題：「只要是『打』，就都用 go 嗎？」（前 1000217）

研究者清楚的知道，事實並不然。使用該方法的思維，是為了使片語中各個字的

意義能與中文連結並產生意義，並讓學生從中比較中、英文表達方式的差異與規

律，而不是讓學生從一堆抽象符號中，做無意義的記憶功課。因此在正式進入教

學階段，中英文對照方法的使用需謹慎，尤其特別注意學生過度類推的情況發生

時，需仔細釐清之。  

此外，在指導學生學習文法句型的方法部分，研究者配合康軒版Hello, Darbie!

第十冊第一課的未來式句型 will 為例。研究者以 will 為關鍵字，指導學生以關

鍵字進行未來式句子的辨識與使用。然而，該教材第二課亦以未來式句型be going 

to 為教學重點，學生應能在兩課學習完畢後，習得在兩種未來式句型間做轉換

的能力。進行前導研究時，學生皆未進入該教材第二課的學習內容，因此並無此

部分的問題出現。但研究者在分析該冊教材後，整理歸納而得，此二課內容的連

結，亦為本冊的重點學習項目之一。因此進入正式教學後，待學生精熟分別精熟

未來式關鍵字後，教師需再加強兩種未來式句型之轉換，擴充學生的知識深度與

熟練度。 

而在未來式 will 問句的回答「Yes, I will. 和 No, I won’t.」中，學生很容易將

will 和 do 混用。研究者認為，學生的反應可能受先前學習材料（現在式 do 問句）

的影響。因此，教學時若能由學生的已知連結未知，先複習已熟悉的現在式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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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再連接至目前所要學習的未來式 will，並比較兩時態關鍵字的差異，應較

能減少混淆的狀況發生。 

3. 有關意志力的堅持 

在有關意志力部分，前導研究的課程中，研究者僅以學生在單一課堂的不耐

感做討論，並未將整體英語學習中的負向感受納入討論。但針對單一課堂的感受

做討論時，學生可能受外在更具吸引力的因素所干擾（例如：非長期且固定的上

課時間、學習壓力較小、利用學生不喜歡的午休時間、素謀未見的教學者），並

未察覺自己在過程中的不耐感。俗諺云：「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研究者認為，

學生對整體英語學習的負向感受，絕非來自一次的挫折經驗；而學生對單一課堂

的正向感受，亦不能表示他對整體英語學習的感受已轉變。因此，研究者認為正

式進入研究後，除了就單一課堂的感受進行討論，亦須擴大範圍至整體英語學習

的感受。研究者重新咀嚼並反覆思索 Snyder 希望理論中「意志力」的意義時，

它也顯示似乎更適合從整體的英語學習來討論學生如何面對課程中的無聊感和

遇到困難的挫折感，而非僅就單一課堂之感受進行討論。若僅針對單一課堂的感

受進行討論，而未擴大討論其整體學習的感受，可能使希望理論在意志力部分的

應用稍嫌薄弱。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此部分的討論上，教師可透過單一課堂學習的

感受，延伸至正式課程中的學習與課後的獨立複習，擴大討論範圍，真正達到討

論有關學習意志力的內涵。 

此外，研究者詢問學生「以後背單字能否會用今天學的方法幫助自己學習」

及「你認為自己有可能把英文學好嗎？」時，學生在兩個問題的反應一致，前者

認為「不太會，因為沒有可以像老師上課那樣幫我，我回家應該就忘記了」，後

者認為「不可能吧，我英文從來沒有好過」（前 1000217）。從學生的回答中，研

究者推知他們在學習中遇到困難容易放棄，少有主動找尋方法解決並相信可能成

功、堅持到底的意志力，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學中教師若能在學習過程中，提供學

生實質的學習策略與收集成功經驗，應能培養學生以更為積極的態度面對挫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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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的能力。 

緣此，在意志力的討論中，教學者不僅須針對目前學習的過程加以討論，也

需加入對未來、整體英語學習的歷程作討論，並在歷程中收集點點細微學習進步

的證據，適時以具體例證告訴學生，他們有「可以學習」的潛力。 

 綜合言之，以希望理論三元素：目標、方法、意志力為課程架構的想法，在

前導研究之結果顯示是可行的，但在架構下具體運作的方式需更謹慎處理，使課

程更符合研究之理念。目標之確定須讓學生了解學習的意義，以理性的思考選擇

學習的目標；方法的學習需先確認學生的起點行為，透過已知學習未知，使前後

的學習更具連貫性；意志力的培養需由更長的時間來累積，讓學生看見自己進步

的軌跡，更加肯定自己是個「有能力的學習者」。研究者將透過三方面具體作法

之修正，使課程更符合希望理論之核心價值。 

（六）修正計畫 

根據前導研究結果，進行教學方案細部修正與研究工具再修訂，使課程規劃

更符合教學現場之需求。 

教學方案修正部分，調整各堂課英語學科知識之份量（例如單字、片語等），

掌握以「提升希望感」為主軸，進行「學習如何學習」的策略指導，充分善用現

有的具體實例（單字、片語），以為策略學習的例證。 

此外，研究工具修訂上，調整「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及「訪談大綱」

的語句陳述，使之更符合本研究需求與國小六年級學生可理解之範圍。兒童英語

學習希望感量表係改編自唐淑華（2005）翻譯、修訂自 Snyder 於 1997 年發展的

「兒童希望量表」（children’s Hope Scale, CHS），然而此量表乃就受試者「整體」

生活與學習上進行自評，而非針對特定學科學習自評。因此，研究者為使該研究

工具更符合研究需求，即依據原量表，在語句陳述上將範圍限縮在英語學習部分。

例如：原量表陳述為「我認為我表現得很好」，修改後的陳述則為「我認為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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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表現得很好」。 

而訪談大綱部分，亦參考唐淑華（2010）整理自 Snyder 等人所建議的訪談

問題。此部分的修正，除了將問題限縮在英語學習範圍內，亦將原訪談大綱問題

做更白話的闡述，以符合六年級學童可理解之範圍。例如：原問題為「當你達到

目標時，你的生命有何不同？」修改後題目為「當你達成英語學習的目標時，你

對自己的學習和生活有不一樣的感受或看法嗎？」 

二、正式階段（2011.03 ~ 2011.06） 

（一）實施教學方案 

本階段正式進入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教學方案，研究者設計 12 週共計 12

次 24 節課的教學方案，以檢驗是否能提升參與英語激勵班學生的希望感與學習

成就。激勵班上課時間為每週五下午 4 點 10 分至 5 點 40 分上課，由研究者擔任

教師進行教學活動。教學方案結束後再對參與學生進行希望感和英語成就測驗後

測及訪談，以了解經本教學方案後，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與希望感的改變。此外，

本研究更欲探討教學方案實施過程中，對於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學習心理歷程之

變化，因此每一階段的教學方案結束後，要求學生填寫階段省思札記；而教學者

於每次課程結束後做觀察紀錄與省思，以為修正下次上課方式之依據。 

（二）檢討、修正、再實施 

行動研究重視歷程性資料，因此研究者也在過程中，不斷反省與檢討該課程

方案對激勵班學生的影響，是否漸往研究者所預期的方向移動。因此研究者透過

每次的教學省思與各階段學生填寫的省思札記，對教學與課程進行檢討，以求最

妥善、最適合學習者的教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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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階段（2011.07 ~ 2011.09）： 

正式教學介入階段結束後，研究者將該階段所收集的希望感和英語能力前後

測資料、訪談、學生階段省思札記及教師觀察記錄進行分析，兼採量化與質性資

料說明本教學方案之成效。研究者欲探討：經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實驗教學方案

後，學生的英語能力與希望感是否提升。最後再依據研究結果與成效，對未來研

究者、教學者與學校行政單位提出建議。 

 

圖 3-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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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之背景介紹 

壹、研究參與者 

參與本教學方案之學生，由希望國小（化名）教務處協助，由該校六年級全

體學生中，根據各班前一學期英語學期成績 PR 值為後 25 者，經該校英語科任

教師推薦，依學生自由意願參與英語激勵班學生。最初參與學生有 8 人，但過程

中因學生家庭因素影響，軼失 2 位參與者，全程參與課程者共有 6 人，分別為 3

位男生和 3 位女生。以下分別簡要介紹 6 位學生之背景。 

S1 是一位安靜、少話的孩子，前幾次上課很少和同儕互動，也不願意與老

師對談。家長曾告知老師孩子非常內向，較不會主動與他人互動，但經過多次磨

合後發現，當他漸熟悉環境周遭所有事物時，才會漸漸願意與該環境中的人互動。

他的情緒波動較大、反應也較強烈。學習中的挫折或、同儕互動的衝突、課堂不

當行為的被指正等，皆會引發其憤怒的情緒，嚴重不僅影響自己的學習，更干擾

全班的學習。他在學習上非常需要他人的鼓勵（尤其是老師），當他接受到老師

的鼓勵時，學習的意願也明顯提升。他的領悟力不錯，英語課堂上的一些困難多

只需要老師及時給予協助和引導，便多能順利克服。 

S2 是個安靜的孩子。他的家庭背景較為特殊，其緊急連絡人為仍在職校就

讀的大姐。他常對英語學習結果低落感到自責，開課之初即明白向老師表達「希

望能藉由到激勵班上課，以提升自己的英語能力」的想法。他在英語學習上較沒

有自信，課堂中不太敢回答問題，多僅在口中發出細微的聲音回答，也曾告訴老

師「總是擔心答錯」的疑慮，過去「全部都聽不懂」的學習經驗讓他對英語學習

感到恐懼。在激勵班的學習中，他的態度甚為積極：課堂學習非常專心投入，課

後作業的完成也非常積極主動，由此可見他想把英語學好的動機強烈。此外，他

不僅在學習態度上較積極主動，在生活態度上亦如此。每次下課時，他總是第一

個主動整理教室環境的孩子，無需老師的提醒與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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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是班級中唯一參加學校球隊的孩子，他熱愛球類運動，也期許自己未來

能往體育發展，出國比賽。他在英語的學習上似乎有統整與理解之障礙，他曾多

次向老師反應「看不懂句子」，但在單字的拼讀與記憶上表現不錯，因此也將加

強其句法結構與理解部分。他對自己的學科成就和學校生活態度還算樂觀，對自

己也還頗有信心。但是，他也常因「要打球」、「要補習」、「參加教會活動」、「時

間不夠」等因素，而在學科的回家作業上，匆促完成，而未能真正透過教師指派

作業，複習並精熟所學。 

S4 是一位乖巧的孩子，但學業成就始終低落。不僅英語科如此，國語、數

學等科目皆為如此，因此除了參加課後激勵班的補救教學，同時也進入學校資源

班進行加強。他是個知道要用功的孩子，但據教師觀察，缺乏學習策略使他的學

習總是事倍功半。他的學科學習落後激勵班同學許多，因此在進行班級學習時，

常顯現出迷失、神遊的迷惑表情，需要教學者在大班教學中緊陪在身邊給予協助，

課後再給予個別教學時間，協助其學習。此外，表達內心的想法對他而言似乎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常以「不知道」回答他人詢問看法、感受或將如何解決的

問題，因此教師必須更細膩的觀察或更具體的問題，來發現他在學習過程中所遇

到的瓶頸。 

S5 進到該班時，是六位學生中程度較好的一位。家庭經濟雖不甚寬裕，但

父母均重視孩子的教育，因此課後除了參與國語、數學和英語激勵班外，晚上還

有家教老師到家裡進行課業輔導。相較於激勵班的其他學生，有時認為上課內容

稍嫌簡單而略顯不耐，但據研究者的課堂觀察，也常發現他對於所學多僅只於「學

會」，與「精熟」間仍稍有落差，因此在獨立練習或完成作業部分並未能完全達

到教師要求水準。他的個性活潑、表達方式直接，因此在進行課堂活動時容易與

同儕發生衝突。 

S6 是個較多話的孩子，曾向老師表示與父親關係不佳，乃因父親曾以暴力

處罰他與姐姐。他心裡有很多祕密，常常向老師賣關子說他有件不可告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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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經常在醞釀多時後，開口向老師訴說心中的秘密。他的領悟力還不錯，英語學

習上的障礙經過老師的指導後多能理解，但家庭的紛爭與複雜的親子關係，讓他

在家裡也無心於複習學校課業。他是個非常需要他人關注的孩子，除了如上述賣

關子式的表達，課堂中也常提出與課堂無關，但與其私人生活有關的問題或言論，

使同學認為這是擾亂上課秩序的行為，便會以「老師，不要讓他進來上課」向研

究者表達對其言論的不滿。他對英語學習有諸多負面感受，深入了解該生後得知

其原因。他在三年級時才轉入該校就讀，而該校英語課由一年級起實施，然而轉

入前所就讀的學校由三年級起才將英語課排入正式課程中。兩間學校的不同經驗，

使其在銜接上感到適應困難，也因而對英語科之學習感到挫折。這學期除了參加

學校課後英語激勵班外，在學期中時，家長為了提升其國語及數學之學習成就，

以因應國中升學適應，要求其參加學校附近之補習班。 

 六位學生的英語學習成就雖皆顯示低成就的現象，但個別學習狀況卻不盡相

同，大致可歸類為有關挫折容忍力與自信的學習情緒，與學習有關的學習策略和

後設認知，以及是否有堅持到底的意志力。因此，研究者在了解學生背景與需求

後，找尋相關理論依據，以 Snyder 的希望理論三元素設計本課程。透過設定具

體目標、學習有效策略方法與培養堅持到底的意志力，協助學生克服現階段學習

的絆腳石，順利的繼續往英語學習之路前進。 

貳、研究者 

研究者畢業於屏東教育大學英語學系。畢業後接受實習與教師甄選的嚴苛挑

戰後，曾進入台南市某國小擔任一年的英語代理教師。在研究者的教育理念中，

始終對教育的可塑性抱持高度肯定，相信每位學生都可以學習，更相信只要教學

者用對方法，堅持的往前走，多能對學生有所正面影響。 

目前國小英語現場中，有許多學習成就低落的孩子，看似無力學習，但其實

不然。研究者面對許多在學校英語成就表現低落的孩子，發現他們並非學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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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根本還沒開始學」。相較於多數經濟能力許可的家庭，早早將孩子送入坊

間英語補習班學習，這些在校學業成就表現低落的孩子對課程的準備度較不足，

而造成相較之下低落的學習結果。研究者相信若能在補救教學中裝備好他們進入

正式課程的能力，以及透過補救教學補足他們正式課程中不精熟的部分，應能有

效提升他們在正式課程中的適應。 

研究者認為學習是一個目標導向的行為，亦即當個體清楚的意識到「目標」

的意義時，個體較能激發動機試圖完成目標。不僅如此，學習「如何學習的方法」

遠比學習零碎的知識更來得重要，因為當學習者習得了如何有效消化、處理訊息

的方法後，才能在獨立的時間與空間裡進行學習。而學習的過程不可能平順無礙，

因此成功的學習者也必須擁有良好的挫折容忍力與高 EQ，妥適處理面對困難的

負向情緒並培養堅持不懈的意志力。而這些研究者認為邁向成功學習者的必備要

件與 C. R. Snyder 發展之希望理論有所相符。Snyder 從三個面向：目標（goals）、

方法（pathways）和意志力（agency）對個體的成敗經驗做全面性的解釋，融合

行為學派與認知學派的觀點，以更有力的學理依據解釋個體成敗經驗的關鍵因素

與改善方向。Snyder 的希望理論啟發研究者甚為深遠，透過希望理論的閱讀，更

釐清研究者對成功學習者所抱持的信念，也因此欲藉希望理論更完整解釋國小英

語學習低成就學生的狀況，並以實際之行動積極改善之。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包括「兒童英語學習希望量表」、「英語成就測驗」、

「學生的階段省思札記」、「教學者的教學觀察記錄與省思」、「訪談大綱」及「以

希望理論為基礎之英語教學方案」等。希望感量表與英語成就測驗分別用以測量

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生在英語學習的希望感與英語學習之成效，屬量化資料的

收集；而學生的階段省思札記、教學者的教學觀察記錄與省思、訪談等三部分則

將做為質性分析之用。以下針對各項研究工具加以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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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 

一、量表架構 

本研究考量施測對象年齡（11~12 歲），並蒐集 C. R. Snyder 有關希望感測量

之文獻，認為唐淑華（2005）翻譯、修訂自 Snyder 於 1997 年所發展的「兒童希

望量表」（Children’s Hope Scale, CHS）與本研究目的最為適切，故參考該量表之

架構與內容，修改部分文字敘述使之更符合英語學習領域，並以此作為研究英語

學習低成就學生希望感之測量工具。 

其內容包括 4 題「意志力」分量表，3 題「方法」分量表，整體希望感為 7

題分數加總。各題反應項採用六點量表，受試者根據題意，選擇最符合自己狀況

的選項。得分越高，表示希望感越高。其計分方式為勾選「非常不同意」得 1

分、「大部分不同意」得 2 分、「有點不同意」得 3 分、「有點同意」得 4 分、「大

部分同意」得 5 分、「非常同意」得 6 分。 

本量表係由修改唐淑華（2005）翻譯、修訂自 Snyder 於 1997 年所發展的「兒

童希望量表」，修改後題目如下： 

（一）我認為我的英語成就表現得很好。 

（二）我能夠想出一些方法來幫助自己學習英語。 

（三）跟其他同年齡的孩子相比，我的英語表現的和他們一樣好。 

（四）當學習英語遇到困難時，我能想出一些方法來解決。 

（五）我認我過去的英語學習經驗，可以幫助我面對未來英語學習的挑戰。 

（六）縱使別人都想放棄學習英語時，我仍堅信我可以找到解決學習英語問

題的方法。 

（七）我對我自己的英語學習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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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效度分析 

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是修改自 CHS，CHS 量表經過嚴謹的信、效度考

驗。唐淑華（2005）在信度部分採內部一致性方式考驗之；效度部分，則選取「學

業失敗容忍力量表」、「憂鬱量表」做為效標考驗之。 

信度部分，以 Cronbach α 係數分析顯示整體信度為 0.84，意志力分量表與

方法分量表 α 值分別為 0.72 和 0.69。由三項數據顯示顯示該量表具備高信度。 

在效標關聯效度部分，以「學業失敗容忍力量表」和「憂鬱量表」作為效度

分析標準，結果顯示意志力與方法二分量表皆與上述二量表之相關係數達 .01

的顯著水準。上述數據顯示該量表具備高效度。 

貳、 英語成就測驗 

本研究開始與結束均對參與研究學生進行英語成就測驗。其中所使用之評量

工具為研究者配合本教學方案所修之訂英語成就測驗。測驗題目乃研究者依據康

軒版 Hello, Darbie!七、八、九、十，四冊教材內容命題。前測涵括第七至九冊教

材內容，而後測則配合方案進度，除七至九冊外，再增加第十冊內容。前、後測

題數相同，而測驗內容包含四部分：自然發音拼讀、字彙記憶、文法與句型、短

文閱讀。 

第一部分：自然發音拼讀，共 10 題。研究者將該測驗部分題目印於紙本上，

題目所呈現的字皆為有意義單字，由教師記錄學生拼讀的過程與評斷其正確性。

例如：紙本題目「feet」，學生必須能夠拆解每組字母對應的聲音「/f/, /i/, /t/」，再

完整拼出該字的讀音「/fit/」。評分方式以學生能否「正確」及「獨立」進行自然

發音拼讀為依據，得分範圍從 1 到 4 分，分數越高表示越正確且能獨力完成自然

發音拼讀。例題與評分標準如表 3-3-1 所示。 

第二部分：字彙記憶，共 10 題。研究者將該測驗部分題目印於紙本，所有

單字皆為教學方案中教過的單字。由研究者依據拼字的「正確性」與是否使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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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發音拼讀進行字彙記憶來評分。得分範圍從 1 到 4 分，分數越高表示正確越高

且越能以自然發音拼讀進行字彙記憶。例題與評分標準如表 3-3-2 所示。 

表 3-3-1 英語成就測驗第一部分「自然發音拼讀」例題與評分標準 

例
題 

1   2  3  4 

 feet          □ □ □ □ 

評
分
標
準 

1 分 儘管教師協助，學生仍無法進行拼音。 

2 分 
由教師告知單音，學生可做連音的組合。 

例如： T: /f/, /i/, /t/   S: feet 

3 分 僅需教師少許單音協助，學生大部分可以獨立完成拼音。 

4 分 學生可獨立且正確的完成拼音。 

 

表 3-3-2 英語成就測驗第二部分「字彙記憶」例題與評分標準 

例
題 

1 2  3  4 

 「西邊」                     □ □ □ □ 

評
分
標
準 

1 分 學生無力完成字彙記憶。 

2 分 
可做字彙記憶，但以「死記」之法完成記憶。 

例如：west, w-e-s-t, w-e-s-t…… 

3 分 可以自然發音法做字彙記憶，但拼字不完全正確。 

4 分 可以自然發音法正確的完成字彙記憶。 

第三部分：文法與句型，共 10 題，每題 1 分。該部分測驗為紙本測驗，選

擇題型。題目由研究者參考課本、習作練習題，並配合本方案之教學內容進行命

題。研究者將題目印於紙本，學生直接在紙本上做答。例如：給予一個情境句，

問「Who          the floor last night?」，三個選項分別為「(A)mops (B)mopped 

(C)mop」，學生必須根據情境句選出適當的答案，再由研究者批閱正確度。 

第四部分：短文閱讀，兩篇短文，共 6 題，每題 1 分。該部分亦為紙本測驗，

選擇題型。該部分短文皆出自各冊習作閱讀理解之文章，研究者未就文意進行更

動，而僅更換人物名字而成。研究者將題目印製於紙本，學生依據短文，選出符

合的題目的選項，將答案填寫於紙本。再由研究者批閱正確度。例題如表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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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表 3-3-3 英語成就測驗第四部分「短篇閱讀」例題 

  Rita and Tom are classmates. Rita is from Taiwan, and Tom is from America. It’s 

cool today. Rita wants to go hiking in Beauty Park. Beauty Park is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She can get there by bus. Tom doesn’t like hiking. He wants to go fishing in 

Hope Park. Hope Park is in the east of the city. He can get there by MRT. 

1.  (    ) What does Rita want to do? She wants to          . 

           a. go hiking   b. go fishing   c. go to Taiwan 

2.  (    ) Where is Hope Park? It’s in the         of the city. 

a. south    b. north   c. east 

3.  (    ) How can Tom get to Hope Park? He can get there by       . 

           a. bus    b. MRT   c. train 

試題內容取材除了符合教學內容與研究者欲探知學生的學習結果，成就測驗

試題的品質亦將影響測驗的有效性，因此研究者經預試後（預試人數：兩個常態

班級，共約 40 人），以試題分析檢驗之，以下分別說明前測、後測試題的難度、

鑑別度與誘答力。 

前測試題以康軒版 Hello, Darbie!七、八、九三冊為藍本進行命題，後測則配

合課程進度，除了七、八、九三冊外，再增加第十冊內容進行命題。經過預試，

取得有效樣本 40 份進行試題分析，並以美國測驗學者 Ebel 界定之鑑別度判定標

準進行初步試題篩選，如表 3-3-4 所示（郭生玉，1988），接著再以難度指數接

近.50 判定進行刪除或修正設計不良之試題（引自余民寧，1997；郭生玉，1988）。 

表 3-3-4  鑑別力的評鑑標準 

鑑別指數                  試題評鑑 

.40 以上                   非常優良 
      .30-.39                優良，但可能須修改 
      .20-.29                尚可，但可能須修改 

     .19 以下               劣，須淘汰或修改 
資料來源：出自郭生玉（198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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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試題最初命題為 25 題，經預試後刪除不良試題（第 7、25 題），其

餘則依前後測內容所需範圍，將修改後題庫分配至前後測試題。第 12、14、20、

22 題難度值雖略低於.50 之試題判定標準，但此題所涵之核心音素乃為教材之重

點，且鑑別度符合優良試題標準，因此僅做試題修正而不予以刪除。而第 1、5、

19、24 題，雖鑑別度符合優良試題標準，但難度值偏高，因此研究者保留該四

題之核心音素，另尋教材範圍內之合適單字做為該部分命題之修正。 

第二部分試題最初命題 21 題，經預試後，第 10 題難度值雖偏低（p=.28），

但此題乃為教材重點之片語，且鑑別度亦符合優良試題標準，因此仍予以保留。

研究者在此部分刪除第 8 題，雖此題難度與鑑別度均符合上述判定優良試題之標

準，但此題乃為測驗學生方位（南方）之字彙記憶，與第 7 題雷同（東方）。研

究者在考量試題能最適切涵括教材下，刪除雷同的測驗項目。 

第三部分試題最初命題 21 題，經預試後，修正第 5 題、刪除鑑別度偏低之

第 13 題。而第 8 題雖難度值偏高且鑑別度值偏低，在優良試題判定原則下應予

以刪除，但本題為第九冊教材重點：助動詞 do 之使用。研究者配合第 7 題此語

法之變化型 does 試題，將可測知學該生能否正確使用該語法規則。因此第 8 題

在此處仍予以保留。第 20 題難度值與鑑別度均稍不符合優良試題判斷標準，但

此題為本學期教材之重點之一：未來式時態之運用，因此研究者在修正試題後，

與第 21 題合併判斷學生是否已學會未來式語法之使用。 

第四部分試題，規畫四段短文，各以三個問題評量學生之閱讀理解。經預試

後，第 1 題因命題選項重複，造成難度值、鑑別度不符合優良試題之標準。因此

研究者在修改該題選項後，仍將本題予以保留。第 9 題與第 12 題難度值偏高，

而鑑別度偏低，因此研究者乃修改題目與選項，使其更符合優良試題之標準。 

另外，在誘答項部分，因本試題第一部分（自然發音拼讀）與第二部分（字

彙記憶）僅評鑑學生是否具備「自然發音拼讀」與「是否具備以自然發音拼讀之

法進行字彙記憶」之能力，而無誘答之需求，因此在命題上不做誘答項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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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句型與文法）與第四部分（短文閱讀）依郭生玉（1988）提出之判斷

原則：「每一錯誤選項至少有一低分組學生選擇」、「選擇錯誤選項的低分組學生

比高分組學生多」進行試題篩選。因此本測驗之難度、鑑別度與誘答項均符合良

好試題之規範。試題難度與鑑別度請參閱附錄一，前、後測試題詳見附錄二、三。 

參、 教學者的教學觀察紀錄與省思 

本研究之教學由研究者擔任之，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記錄學生狀況，並根據

觀察紀錄檢討反省，做為下次教學改進之依據。課堂觀察記錄包括學生的出席狀

況、上課反應、同儕互動及師生互動狀況。透過紀錄，研究者可對參與課程之學

生的學習心理歷程有更深入的瞭解與並能更精確的掌握，以發揮教學最大功效。

並根據前述欄位之紀錄，反省教學需改進處，提升教學方案之成效（表格參閱附

錄四）。 

肆、 學生的階段省思札記 

為詳實監控每一階段的教學方案成效，研究者要求參與研究學生於每階段教

學結束後，紀錄每一階段上課的心得與省思。學生心得札記包括該次課程內容、

上完該次課程的收穫、與以往不一樣的英語學習感受、課堂中的策略能否幫助課

後自行學習等。透過每一欄位的省思與紀錄，協助低成就學生設定具體可行英語

學習的目標、用正確且有效率的學習策略與方法達成目標、培養遇到困難時堅持

到底的意志力。 

但本學期學生在進行階段一的省思札記後，研究者發現原先設計規劃之表格

內容，無法讓參與本研究學生有效進行省思與檢討。問題過於抽象、範圍太大，

使學生不知如何思考、回答，而常以「不知道」、「沒感覺」等為回應，但在研究

者細問下，學生們卻又多能表達本課程帶給他們的正負向感受及上課心得等。因

此階段二之省思札記，研究者遂根據階段一之檢討以及與學生對談之結果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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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問題更具體、清楚的描述，並透過問題陳述，引導學生思考、檢視自己該階段

之學習成效。以下舉例說明之。 

階段一的省思問題為：「請描述這三次上課的課程內容」與「根據上述課程

內容，請評估自己是否都學會了」。階段二整合這兩個問題，並列出細項問題，

協助學生思考。階段二省思問題修正後如下： 

 請回顧前幾週的課程，你是否已經都學會了呢？ 

(1) 請圈出下列你知道中文意思的單字及片語： 

build models, engineer, play with animals, vet, drive, driver, play war games, 

soldier。 

請問還有哪些你記得上課學過的單字呢？請用中文或英文寫下來！ 

                                                                 

(2) 你是否能辨別下列兩個句子時間有何差異： 

「I like to play with animals.」、「 I will be a soldier.」 

□可以，差異是：                                     □我不知道 

(3) 你知道下列句子該如何回答嗎？ 

Does he like to play with animals?  

Yes,                 .  /  No,                   . 

Will you be a vet? 

Yes,                 .  /  No,                   . 

(4) 你知道課堂中我們曾學過「I will be a driver.」這個句子還可以寫成什麼嗎？ 

                                                                

(5) 由上面四個問題的省思，你對自己本階段的學習打幾分呢(1~10 分)？     

為什麼？                                                         

經修正後之省思札記題目，學生回饋效果較佳，亦較能透過問題檢視與省思

該階段之學習結果。但在與學生共同完成階段二的省思札記時，學生對部分問題

之陳述仍略感抽象，不知如何回答。因此研究者除了給予更具體的解說與協助外，

也在階段三之省思札記再做語句陳述之修正，並請場域外三位學生協助進行審題，

確定問題陳述符合該階段學生之可理解範圍（表格參閱附錄五、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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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訪談 

本研究所採用之訪談大綱乃修改自 Snyder（2000）、唐淑華（2010）有關希

望感之訪談問題，內容大致分為五面向，分別為：有關整體英語學習的希望感、

有關目標設定、有關意志力之堅持、有關方法之使用、有關面對困難時的反應。

研究者在整個教學介入過程中，僅有每週一次的上課時間，有限的課堂互動時間

下，研究者除了透過學生階段省思札記、回家作業等掌握學生的改變外，研究者

認為有必要在教學方案結束後，進行面對面的訪談，以更深入探討學生在接受教

學介入方案過程中，學習心理歷程、態度與成效之轉變。同時研究整更欲透過訪

談，對教學者課堂觀察紀錄與學生階段省思札記之矛盾處做釐清，以取得更客觀

的質性資料（訪談大綱詳見附錄八）。 

陸、 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英語教學方案 

該教學方案為本研究核心部分。研究者將在下一節對該教學介入方案做詳細

的說明，故不在本節中重複贅述。 

 

第四節  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英語教學方案 

本節就本研究的核心部分：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英語教學方案，詳細介紹方

案之理念、目標與實施內容規劃，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 方案理念 

本教學方案之理念，在於協助低成就學生獲得如何學習英語的方法，並建立

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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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方案目標 

本方案之課程目標欲以希望理論來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希望感與英語學習成

就，在希望理論的基礎架構下，所對應的具體學習項目如下文所示。 

一、「目標」面向 

協助學習者設立長期的學習目標，使學習更具前瞻性。並將未來目標切割成

細小的目標，做為現在努力的方向，在細項目標依序達成後，最終達成長期的目

標。延伸出兩個具體項目為： 

（一）了解學習英語的意義。 

（二）依個人長期目標，配合現階段正式課程的學習，設定合理的短期目

標。 

二、「方法」面向 

在方法面向上，研究者再細分成「認知」與「情意」兩方面來談。認知部分

與學科知識的學習策略以及解決學科問題的能力，例如「學會背單字的方法」與

「遇到不會的單字知道該怎麼辦」。情意部分則與學習中的情緒管理、情感面問

題解決能力有關，例如「能掌握自己的學習情緒」、「不想繼續學習的時候知道該

怎麼辦」。方法面向共延伸出七個具體項目： 

（一）學會背單字的方法。 

（二）獲得學習句子與文法的方法。 

（三）遇到不會的單字知道該怎麼辦。 

（四）遇到看不懂的句子知道該怎麼辦。 

（五）能掌握自己的學習狀況。 

（六）不想繼續學習的時候知道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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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遇到挫折、瓶頸時知道該怎麼辦。 

三、「意志力」面向 

意志力面向上，研究者強調學習者能透過對過去經驗的再檢視與省思，看見

進步的軌跡，以自己成功的經驗來激勵自己繼續學習，例如「我肯定自己在英語

學習上的進步」。此外，據 Dweck 研究顯示，學習型目標的學習者，因較在乎自

己能否得到成長，對外界的評價較不在乎，較能專注於自己的學習、較願意挑戰

困難；相對的，表現型目標的學習者，因較在乎他人的評價與獲得他人的肯定，

因此在學習上較不願意挑戰困難（引自唐淑華，2010）。研究者亦強調學習是成

長歷程的一部分，個體間因個別差異，而使相同時間的學習者，呈現快慢、優劣

之別。但研究者認為，學生無須為此與其他學習者競爭或比較，學習若能依循自

己的步調，穩定成長，即便速度較慢，終究能達成目標。在此具體項目上，研究

者期待學生能以「我為自己的目標學習，不跟別人做無謂的競爭」鼓勵自己堅持

下去。除了上述透過成功經驗與自我成長，Snyder 也強調個體面對阻礙、困難時，

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具體項目部分也包含個體面對學習困難時，能否激發

試著想辦法解決的動機。意志力面向共延伸出四個具體項目： 

（一）學習者能以過去在英語學習上的成功經驗激勵自己繼續學習。 

（二）學習者能肯定自己在英語學習上的進步。 

（三）學習者能為自己的目標學習，不跟別人做無謂的競爭。 

（四）遇到困難時，學習者能激發嘗試解決的動機。 

四、整體希望感 

整體希望感部分，研究者著重於對英語學科學習的整體感受，能否樂於學習、

有信心的學習，甚至是用該課程所學的策略，面對未來的學習等。此部分共延伸

出四個具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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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者能感覺自己比較喜歡學習英語了。 

（二）學習者能感覺英文不再那麼困難、沒辦法學習。 

（三）課程結束後，學習者能夠用課程中學習的方法幫助自己學習。 

（四）學習者對自己未來的英語學習有信心。 

肆、教學設計之內容與規劃 

一、次數與時間 

本教學方案進行為期 12 週，每週 1 次，每次 2 節課共 80 分鐘，於台北市希

望國小（化名）每週五下午 4 點 10 分至 5 點 40 分進行。 

二、教學階段與內容 

本教學方案依學科內容，分成三階段：字彙階段、句子階段與閱讀階段。字

彙階段著重自然發音（phonics）的拼讀學習與字彙量的累積，配合字彙與句子

的實際應用，加強自然發音拼讀的精熟與字彙記憶。句子階段著重於句型與文法

的使用。除了運用並複習第一階段所學之自然發音拼讀於字彙記憶，增進字彙量

累積，亦將利用所學字彙置於句型與文法中做正確運用。閱讀階段的短文閱讀訓

練，著重閱讀策略的訓練與複習前兩階段所學，閱讀材料由研究者根據前二階段

所學編寫或找尋合適材料修編之。整體方案為希望理論三大要素的總循環，而且

在每一次的課程方案，雖特定著重於希望理論其中一內涵，但仍兼顧三要素的連

結，而且三大內涵的呈現也將與英語學科知識之學習做緊密的連結。（表格請參

閱附錄九） 

三、 指定作業 

英語補救教學的目標在於協助學習者精熟所學，因此於課堂結束後，研究者

視課程需要，指定與課程內容相關之回家作業，供學生課後練習並督促其精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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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者於下次上課前完成批閱，並以此為研究者檢討補救教學成效之依據。 

 

第五節  資料收集與編碼 

 本研究的資料分為兩部分，一為量化的統計資料，包含兒童希望感量表與英

語成就測驗；另一為質性的文字資料，包含教學者的教學觀察紀錄與省思、學生

的階段省思札記與訪談紀錄。 

壹、量化的統計資料 

兒童希望量表與英語成就測驗施測完畢後，先剔除遺漏填答或資料不詳者，

然後將原始資料輸入電腦，以SPSS 18.0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8

                                                       
8 SPSS 18.0 版更名為 PASW statistics 18。 

 以無母數魏可遜

配對組帶符號等級考驗（Wilcoxon matched-pairs signed-ranks test），簡稱魏氏考

驗進行相依樣本之考驗，以了解激勵班學生在參與教學方案前後，英語能力與希

望感之變化。 

貳、質性的文字資料 

質性資料收集包括「教學者的教學觀察紀錄與省思」、「學生的階段省思札記」

及「訪談紀錄」。資料編碼如表 3-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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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資料編碼對照表 

資料名稱 資料編碼 解說 

學生代號 S1 本研究中，編號 1 號的學生 

多位學生 Ss 
指本研究中，多位學生回應，無法

分辨 
教學者的教學觀察紀錄

與省思 
教 1000304 

指 100 年 3 月 4 日之教學者觀察省

思紀錄 

學生的階段省思札記 學 S11000304 
指 100 年 3 月 4 日學生 S1 填寫的

階段省思札記 
訪談學生紀錄 訪 1000304 指 100 年 3 月 4 日之訪談學生紀錄 

訪談教師紀錄 訪師 1000304 
指 100 年 3 月 4 日之訪談英語教師

紀錄 
電話訪談家長 電訪母 1000304 指 100 年 3 月 4 日電話訪問母親 

前導研究 前 1000304 
指 100 年 3 月 4 日之前導研究教學

者觀察省思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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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歷程與反思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研究者雖於正式進入場域前，便已事先規畫課程架

構，但在教學方案實行中，仍會依教學現況而作調整；而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

亦根據學生上課反應與教學成效有所省思。 

本研究使用之教材取材於正式課程，研究者重新設計本課程之教學材料，透

過單元學習引導學生設定合理的目標、學習有效的策略和培養面對困境仍願意堅

持不懈的意志力。因此課程內容部分，各階段皆由一至三個單元所組成。每一單

元的取材皆配合學生在正式英語課程之教材與學習進度，例如單元一即取材於康

軒版 Hello, Darbie!第十冊的一課。各單元皆以 Snyder 希望理論三元素（目標、

方法和意志力）為架構，並將此架構視為該單元欲達到的目標。雖然每一單元的

目標，皆融合 C. R. Snyder 希望理論的三個元素，但各單元皆以其中一個元素為

最主要之教學重點，而另外兩個元素為輔的方式設計課程。例如，研究者雖透過

字彙單元一的教學，協助學生設定英語學習的長短期目標、學習如何背單字的方

法與培養意志力，但研究者將該單元重點放在「目標設定」上，教學比重最多，

約 70%；而「方法」和「意志力」的學習與培養所占之比重較少，各約 15%。

此外，為使讀者更了解研究者如何以希望感進行英語學科之補救教學，研究者也

在各單元目標中，交代英語學科的學習目標。 

以下研究者分別就字彙階段、句子階段與閱讀階段之教學過程，以及面臨的

困境與省思，做歷程性的說明。 

 

第一節 字彙階段（2011.03.11~2011.03.25） 

字彙階段共以 3 次 6 節課的時間完成三個單元，每次探討一個單元，本節就

三個單元「Do you go to the movies?」、「Do you play basketball?」、「Do you go to the 

concert?」說明之。 



74 
 

壹、 單元一：Do you go to the movies? 

一、 單元目標 

（一）希望感：確立學習英語字彙的目標。 

（二）英語學習：協助學生了解字彙階段學習內容與整體英語學習的關係，進而

達到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的「能主動安排並計畫學習」。 

二、 進行方式 

本單元主要目標為協助學生「設定目標」。研究者完成前測，並進行分析後

發現，學生對於現階段學習多採「逆來順受」的態度，即「爸媽要我學什麼，我

就學什麼；老師要我背什麼，我就背什麼」。他們並不了解師長、父母給予要求

的背後原因，當然也很少對這些行為產生學習的意義。因此本單元設定目標的首

要任務，就是讓學生了解學習字彙時，老師進行每一項活動的用意。 

首先，研究者引導學生思考：「學習英語時，為何需要背單字？」研究者以

由下而上（bottom-up）的語言學習概念，具體以「蓋房子」的譬喻，說明背單

字的必要性。磚、瓦是蓋房子的必備材料，房子以一磚一瓦逐步堆疊而成，當累

積越多的建材（磚和瓦）時，蓋房子的速度就可在其他條件的支持下，更有效率

的完成。而英語學習就像蓋房子般，單字是學習語言的必要材料，再配合其他語

言學習的元素，才有可能順利學習。 

除了蓋房子的比喻，研究者再以「國語」為例，9

                                                       
9 本研究中國語指的是「中文」。研究者與學生對話時，盡可能以學生熟悉、習慣的詞彙進行溝

通。因正式課程中的「國語」，學習的乃是中文，但學生已習慣用「國語」一詞表示「中文」，因

此研究者在教學中仍沿用國語一詞，減少學生適應困難。 

 再次向學生說明單字類似

磚瓦的比喻，並說明字彙需要「記憶」的理由。國語的「字」和「詞」，亦如磚

瓦般，透過字、詞彙量的累積，逐步進入句子的學習；而學習者又在字彙、詞彙

與句子的知識背景下，漸能進入閱讀的學習，了解文章意涵及他人口語表達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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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國語學習至此達到可以與人溝通的水準。同時，研究者為了向學生說明「記

憶」的角色時，邀請學生共同回想，初進入小學就讀時的國語學習經驗：是否曾

在國語練習本中，做一字（或一詞）一行（或半行）的書寫練習。在學生共同回

憶起國小中、低年級，甚至是現在（高年級）的經驗時，皆不禁莞爾一笑，原來

他們在老師要求的數次書寫練習中，「不知不覺」的完成了國語字、詞的記憶工

作。目前小學階段的英語學習，較重視聽、說能力，因而較少有如國語般一字一

行的書寫練習作業。然而，英語又不如國語在生活中普遍使用，因此為了更有效

率的學習，「刻意」的記憶工作在此外在條件下，變得更不可或缺。在蓋房子比

喻及記憶理由的說明下，學生多能理解教師安排此階段課程的用意。 

協助學生釐清認識字彙與記憶的重要性後，研究者根據學生前測結果所顯示

的問題，和學生討論背單字時曾遇到哪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困難。研究者分析學

生的前測結果時，發現多位學生表示在英語學習過程中，以「死背」進行字彙記

憶。而死背並無法幫助學生做有效且持久的學習記憶，因此常常「背完就忘記了」。

研究者在本階段，欲透過自然發音（phonics）來協助學生不再以死背的方式進

行記憶。因此，研究者再度邀請學生共同回憶初學英語時，老師是否曾在每節上

課前要求學生複誦「a, a, a, /æ/, /æ/, /æ/; b, b, b, /b/, /b/, /b/……」的口訣。研究者

詢問學生是否知道為何需要念上述口訣，但學生並不清楚口訣與背單字間有何關

聯性。研究者透過此回憶活動，向學生說明英語為「拼音文字」的特性，即每個

字母皆有相對應的聲音，但有時亦有例外，可能數個字母僅對應一個聲音。因此，

進行字彙記憶時，千萬別再以「book, b-o-o-k, b-o-o-k, b-o-o-k……」的方式死記，

若能透過「聲音」，找到相對應的字母，則字彙記憶的工作也將變得容易許多。

而以前常常複誦的口訣就是運用自然發音記憶單自的基礎。緣此，熟練 26 個字

母與其相對應聲音的口訣，以及學習其他發音規則，實為本階段最基礎且關鍵的

目標。 

透過上述的說明，與學生在字彙記憶和自然發音的學習達成共識後，進入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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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教材溝通時，研究者直接向學生說明本課程之所以沿用正式課程之教材，而

未再邀請學生自行選擇欲學習的字彙，乃是因為進入此單元時，學生已在正式課

程中完成該內容之學習，而且為避免學生誤會未選擇、未於課堂呈現之教材，即

表示「不重要」，可以不用學，研究者即以「複習」和指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的

心態進行課程，而未再讓學生對學習材料進行選擇。至於學生對課堂目標的反應，

也並未特別表示其他意見，研究者在完成課堂目標的溝通，達成學習目標的共識

後，隨即進入學習以自然發音背單字的方法。 

進入以自然發音法記憶單字部分，研究者僅利用口述複習 A~E 字母與聲音

的對應，並示範如何從單字的聲音找尋可能對應的字母。再利用指導學生完成本

次作業的機會，讓學生實際操作。以書寫 movie 為例： 

T: （準備好粉筆，並將 movie 寫在黑板上） 

Ss: （準備好練習本和筆） 

T: movie, /m/, /m/, /m/, 你會寫下什麼字母？ 

Ss: m 

T: 很好，是 m 沒錯。（在黑板上寫下 m，學生跟著做）。接下來/u/這個聲音，要寫哪個字

母呢？ 

Ss: （一片靜默） 

T: （指著黑板上 movie 的 o 處） 

Ss: o 嗎？ 

T: 很好，（在剛剛寫下 m 後面，接著寫 o，學生也跟著寫）。/muvI/, /v/呢？ 

Ss: v 

T: 很好，（在剛剛寫下 o 後面，接著寫 v，學生也跟著寫）。/muvI/, /I/呢？ 

Ss: i 

T: 確定嗎？（指著黑板上 movie 的 ie），這個/I/很特殊，有兩個字母。 

Ss: ie 

T: 很好，（在剛剛寫下 v 後面，接著寫 ie，學生也跟著寫）。 

T: 請回家練習寫單字時，把這個字的聲音唸出來，然後根據一個一個的聲音，找出對應的

字母，就像剛剛我示範的這樣。不要再 m-o-v-i-e, m-o-v-i-e,……的抄寫，這樣沒有意義喔！

（教 1000311） 

最後，因已接近放學時間，研究者僅詢問學生對這次上課的感受，評估自己

投入的程度，但未進行分享與討論。研究者在時間掌握不佳，使該單元培養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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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部分匆促結束，使活動僅流於活動，但無省思、討論與再檢視的功能。研究者

對此部分的省思將在下一段落再行說明。 

三、 研究者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 

本單元教學中，研究者在引導學生思考時，因提問過於抽象，難以回答，課

程的進行並不順利；而課程活動的時間掌握未盡理想，導致在時間不足下，培養

意志力的活動匆促結束，研究者評估此次上課成效並不如預期。以下分別就此二

問題說明之。 

（一）引導學生進行主動思考並不容易 

研究者於本單元的課堂活動設計中，便已顧慮到若以「老師說，學生聽」的

方式說明學習活動的意義，學生僅居「接收者」的角色，極有可能因參與感降低

而感到厭煩。而且，研究者分析前測結果及與學生對談後發現，他們對於現階段

的學習活動、指派作業等，多認為是因應「老師、父母要求」而做，並不清楚了

解完成師長指派事項與自己學習的關係。Snyder 認為個體需對目標產生意義，才

能激發達成目標的動機。因此，研究者安排許多活動，邀請學生共同「思考為什

麼」。透過問題引導，協助他們了解曾被要求「應該做什麼」的原因，進而對這

些應完成的目標產生意義。 

然而，學生似乎非常不習慣「思考」，也不習慣回答「為什麼」。而且過程中

學生不斷面對無法回答的問題，也讓他們在課程中稍失去耐性。英文課對他們來

說是個接收訊息的課程，不需要多想為什麼。他們對研究者的提問有共同的反應，

通常都是「不知道」、「不要再問我為什麼了」，或者「這不是英文課嗎？為什麼

一直問我為什麼？老師你直接講就好了」（教 1000311）。研究者在課堂中也察覺

到這些提問，對學生而言可能過於抽象、無法理解，或者這些問題是他們根本從

未思考過的問題。因此除了在課堂提問前詳細的鋪陳，善用比喻以及改變問題描

述的方式，使問題更容易了解與回答外，同時，研究者也向學生表明「學習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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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動腦筋思考的事情」，即學習者若能發展後設認知，清楚的知道學習中每個步

驟或活動的意義，將能對整體學習更有正面影響，而課堂引導思考的問題，正是

讓學生更明白課堂所參與學習活動與整體學英語學習的關聯。 

但上述做法仍有改善的空間。研究者認為，其實應著力於善用學生的生活經

驗做比喻，以他們可理解的方式陳述問題，而引導學生思考，進而歸納出欲讓學

生了解之結論，而非以說教的方式，直接並強迫學生接收教學者的想法。學習者

透過思辨所歸納的結論，也才符合 Snyder 認為個體需對目標產生意義的真諦。 

（二）時間掌握不佳，致使意志力方面的討論未能深入 

課程進行中，教學者若能把握課堂狀況，就地取材將課堂事件融入課程中，

則不但能減少處理零碎事物的時間，亦能透過機會教育使教學和生活密切結合。

與學生討論思考性問題，發現學生頻頻出現不耐煩感，若能由此觀察進入，與學

生討論如何面對整體學習中較平淡課程的無聊感、不耐煩感，以及面對困難及欲

輕易放棄等的負向感受，應能使課程中的希望感學習更具體運用在實際經驗中。 

本單元中，研究者雖試圖以學生的課堂感受進行意志力的討論。但在時間未

精準掌握下，匆促結束，而使該部分的討論，僅有發表之實，卻未達到設計該活

動的真正目的。而重新檢視該單元的進行後，研究者發現影響意志力討論的關鍵，

在於設定目標的思考問題處延宕太多時間。因為進行此部分課程時，研究者似乎

高估了學生對教室語言可理解的程度語學習的步調，而受困於學生聽不懂問題、

不知道如何思考裡，因此研究者必須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向學生重做闡述。然

而，學生在頻頻「聽不懂」與「看不懂」的挫折中，漸漸失去耐性；而研究者一

直無法獲得學生正向回饋下，也感到相當挫折，懷疑是否本課堂的設計並不符合

學生現在的能力與需求？雖然研究者在課堂進行中，嘗試用更貼切的比喻、更多

的鋪陳和更具體的描述，協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但研究者在省思中更認為，教

學者應更細膩的評估學生程度，若等到問題呈現才試圖補救，學生在挫折、不耐

煩的情緒下，教學者的因應略有愈描愈黑的負面效果。因此，未來的課程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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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的可理解程度，應再做修正，課程的規畫也必須比想像中更細緻才行！ 

綜合上述兩點，研究者將於後續課程中，以更具體的描述、媒材，及貼切的

譬喻引導學生思考；並於課程規劃時，寬估活動所需時間，並保留部分空白時間，

供彈性運用之。此單元的進行，研究者仍略顯生澀，期待本次的經驗能做為下一

單元的跳板，使課程的進行更為流暢。 

貳、 單元二：Do you play basketball? 

一、 單元目標 

（一）希望感：協助學生學習有效率背單字的方法。 

（二）英語學習：協助學生透過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中的「語音運用」和「標

記重點」，學習掌握聲音與字母的對應關係，做有效率的字彙記憶。 

二、 進行方式 

繼上一單元協助學生了解學習活動的意義並設定目標後，本單元主要著重於

「方法」的學習，即自然發音拼讀與使用該法背單字的學習。首先，在目標設定

部分，本單元之目標乃銜接單元一而來，因此研究者未再就學習自然發音拼讀與

背單字的理由做說明，而直接進入本單元要複習的字母。原先研究者欲複習 13

個字母，但學生向研究者要求只要 5 個就好，研究者考量他們對複習 26 個字母

存有「幼稚」、「太簡單」的感受後，為避免過多對教材的負向感受而影響學習的

動機，研究者乃尊重其選擇，並以鼓勵的方式，吸引學生再次複習前次課程內容，

師生達成該部分學習目標之共識。而其它內容，如發音規則與單字則配合正式課

程使用之教材第二課而來，學生在正式課程中亦已完成第二課的學習，因此研究

者仍以複習的心態進入課程，此部分未再讓學生進行學習材料的選擇。 

而方法的學習部分，為因應六年級正式課程的學習內容，本階段研究者不僅

強調 26 個字母與聲音的對應，亦配合正式教材單字，加入相關的發音規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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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a_e, /e/, baseball」。此外，為了使有效建立學生的英語發音規則知識，研究

者參考 Mayer（2008）的文獻，配合學生國小階段所學，編製英語常用音素表，

做為本階段教材之一。而為了使學生更具體運用自然發音進行字彙記憶，研究者

也向學生直接示範，並提供練習的機會。 

26 個字母與聲音的對應對，學生雖皆已在初學英語階段學習過，但並未完

全精熟，而研究者為避免學生對此基礎材料感到「幼稚」與厭煩，因此改採從現

階段單字、片語中，尋找該課堂欲複習字母的方式進行。例如： 

今天要複習的 26 個字母：a~j，而今要進行的單字和片語有：concert, movie, Internet, bowling, 

online games, take a trip，共 6 個。 

T: （先帶學生複習一次「a, /æ/; b, /b/; c, /k/……; j, /  /」） 

T: 請大家一起來找找，今天的六個單字和片語中，哪些字可以找到這幾個聲音？ 

S3: concert 裡有/k/。 

T: 那/k/這個聲音，代表哪個字母呢？ 

Ss: 第一個 c。 

T: （把寫在黑板上的目標：A, B, C,……J，C 畫掉，表示已經複習完畢，教師亦認可學生

複習的效果。）（教 1000318） 

除了複習 26 個字母與聲音的對應外，欲學習六年級的字彙，若僅以 26 個字

母與聲音的對應為背景知識進行記憶，研究者評估後認為略嫌不足。因此，研究

者更著重其他常用發音規則的認識。例如baseball, take, game三個字彙中，皆有a_e, 

/e/的發音規則。透過此二單元上課的字彙中，認識更多的發音規則後，研究者在

本階段第二次上課時，發下「英語常用音素表」給學生，10

以 cat 為例，可依每一字母所發出的聲音，分別放進/k/, /t/和/æ/三個不同的

聲音列中。同時，研究者也指導學生將填寫在該欄所對應的字母以顏色筆標記之，

例如，填寫在/k/欄位例子的 cat，須將「c」以顏色筆標記之，表示/k/所對應的字

 指導學生將學過的

音素以顏色筆做標記，並將例字寫下。未來，學生亦能在課程結束後，仍可繼續

自行納入新字，獨立使用本表。以下列舉實例說明之，表 4-1-1 僅擷取部分為例。 

                                                       
10 本表做為課堂使用教材時，研究者以「字母和聲音的對應表」命名之，避免學生因對「英語

常用音素表」名稱感到困擾而影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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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是「c」，而填寫在/t/欄位例子的 cat，須將「t」以顏色筆標記之，表示/t/所對

應的字母是「t」。 

除了該表的使用，為了使學生更具體了解運用自然發音能有效幫助字彙記憶，

研究者也實際向學生示範如何透過「用字母與聲音的對應方式」背單字。以 take

為例，教師先向學生示範這個字的讀音為/tek/，可再拆解為/t/, /e/, /k/三個聲音。

其中/t/和/k/較容易直接找到相對應的字母，分別為 t 和 k，而/e/在此字彙中所對

應的字母則為 a_e，在該階段學習，屬於較特殊的發音規則，需要學生特別注意。 

表 4-1-1 英語常用音素表 

 

除了課堂指導學生背單字的方法，為促進學生精熟運用此方法，研究者亦指

派回家作業練習。作業內容為每日書寫該次課堂單字及片語一次。但此作業不是

做無意義的抄寫工作，而是要求學生必須確實練習以聲音找尋對應字母的方式書

寫之（如單元一所述）。學生作業繳回後，研究者除了批閱書寫正確度，亦在中

堂下課時間，抽測學生運用此方法進行字彙記憶的能力。 

而意志力討論部分，研究者則針對學生作業問題做處理。研究者認為欲徹底

解決問題，必先瞭解問題的成因，採取治本的方式才能有效協助學生面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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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邀請學生分享對教師指派作業的看法，以及是否在完成時遇到任何

困難。很可惜的是，待學生分享後，已接近放學時間，研究者未再深入與學生討

論並解決此問題。有關此部分的省思，研究者將於下一段落做說明。 

三、 研究者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 

單元二課程進行時，研究者在教學中仍遇到一些困難。例如基於課程進度的

考量，並未讓學生選擇學習材料；為因應上課時間不甚密集的缺點，研究者規畫

的回家作業成效不如預期；延續上一單元的時間掌握不盡理想，意志力仍未深入

討論的問題依然存在。以下分別就此三點說明之。 

（一）未提供學生選擇學習材料的機會 

Snyder（2000）在希望理論中認為，個體若對目標產生意義，便較能激發其

內在動機達到目標；同時，他也強調目標不應由他人代訂。研究者將希望理論在

前導研究實踐時，試圖將此概念具體轉化成讓學生有選擇學習材料的空間。前導

研究的試驗發現，目標設定部分可以提供學生「在有限範圍內，選擇學習材料」。

然而，在實際教學中，此思維卻仍有再商議的空間。 

就正面影響而言，學生若學會以理性的思考選擇欲學習之目標，對學習擁有

主控性下，應能較持久維持學習動機。不僅如此，本研究的最終目標，乃期望學

生能在學習中，透過理性的思考，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材料，完成所設定的目標。 

然而，這樣的思考在實際教學中卻未盡完善。首先，引導學生做理性的選擇

較為耗時，教師如何善用有限的教學時間完成教學任務，有待教學者重新思考教

學目標，並規畫教材之份量。其次，讓學生選擇學習材料的同時，是否讓學生也

認為沒有被選到的學習材料，即表示不重要、可以忽略不學的疑慮？補救教學的

目標，乃協助學生再次順利回歸正式課程中學習。因此，縮小正式和補救課程的

差距，並規畫兩者間的銜接，可能是執行補救教學之教師更應深入考量的部分。 

歸納此想法的優缺點後，研究者認為在協助學生設定目標上，並不需過度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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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於「務必」讓學生選擇學習材料的框架中，但這並非表示教學者可以完全撤除

讓學生選擇的空間。首先，教學者應能專業判斷，該部分教材是否為該階段「應」

學習的基本能力？如果「是」，則教學者自然不能再任由學生選擇「學」或「不

學」，唯有可能在學習該材料的先後次序不影響成效下，可讓學生決定學習的先

後順序。其次，本研究的教學過程中，學生對於應學習的材料，本無反抗或質疑

的意識，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為何而學」，不了解自然發音、背單字、寫

作業等學習活動，在英語學習中扮演什麼角色。因此，讓學生了解學習材料的意

義和材料彼此間的關聯性，才是讓學生確定學習目標更關鍵的因素。 

總而言之，讓學生選擇欲學習之材料雖是一個耗時、費力的任務，不但需培

養學生正確選擇的能力，避免學生濫用選擇的權力，更有延長教學時間，使教學

更費時的疑慮；但同時個體若能在過程中，學習自主選擇的能力，對未來主動學

習的目標亦有正面影響。但如何在優缺點與現實情境中取得是否讓學生選擇學習

材料的平衡，則有賴教學者對教材、教學時間以及學生能力，做出專業的思考與

判斷。 

（二）學生完成作業之品質低落、態度消極 

如何指派學生的回家作業也為本方案的進行帶來某些程度的挑戰。研究者考

量每週僅一次的上課，若未有每日作業的複習，上課的學習效果很容易因遺忘而

大打折扣。這也是研究者雖知指派回家作業可能為教學帶來挑戰，但仍堅持指派

作業的原因。回收前兩次作業批閱後發現，學生表現得不盡理想：有些未確實完

成、有些草率完成、有些則完全忘記有作業的存在。研究者最初對學生作業完成

的品質不佳，缺交率居高不下感到厭惡。雖一度想以「罰寫」或依全班前次繳交

作業情況決定該次作業量，但經思考後認為這仍以懲罰的負向思維在處理問題。

回想了代課時用「罰寫」處理類似情況的經驗，成效並不彰顯。而且試想：如果

學生能勝任「寫一次」的作業量，又豈需要多寫幾遍？既然每天一次的作業量都

無法解決，多罰寫幾次也只是徒增困擾，並沒有真正幫助學生解決完成作業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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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而如果只是「忘記寫」，而不是無法勝任，也應該由提升其責任感著手。畢

竟，相較之下，「責任感之於完成應盡任務」與「罰寫之於應盡任務」間，前者

不但具有更直接的關連，在教育態度上也顯得更積極正向。懲罰只是讓學生知道

行為的對錯、適當與否，並無法真正讓學生理解選擇適當行為的價值。因此只有

懲罰而沒有積極的教育，並無法提升學生的希望感，亦無法有效建立學生對學習

任務的責任感。 

緣此，研究者回歸設計本課程方案的理論源頭─正向心理學，思考解決問題

的方法。從負向的懲罰思維，轉向陪伴學生成長的積極行為，即由協助學生面對

問題、裝備獨立勝任作業的能力、培養責任感與希望感等著手。以集點方式鼓勵

學生完成作業，11

（三）時間掌握不盡理想，意志力未深入討論的問題依然存在 

 讓學生從具體的點數累積中，看見自己可以勝任作業的能力；

公開表揚高品質作業，讓學生在同儕學習中，獲得正向楷模的社會學習經驗。此

外，更與學生討論完成作業時曾面臨的問題。和學生討論他們遭遇的困難，不僅

能讓改善他們過去認為「不會寫即不好、卑劣、羞恥」等負向觀感，積極面對自

己的問題，更能讓他們在面對問題時，擁有解決的能力，未來也才能真正獨立學

習。更者，研究者亦於每週三或週四晚上與學生電話連繫，除了關心是否有學習

問題需要協助外，亦提醒完成作業的責任。這種正向思維的解決方法，不僅能與

學生健康面對學習的挫折，也使教學實際操作更符合本研究的理念。 

單元二在討論意志力的部分，仍發生與單元一相同的問題。因時間未善加掌

握，而犧牲部分培養意志力的時間。本單元研究者欲處理學生作業的問題，但最

後仍僅只於了解學生的想法與處境，並未就學生所面臨的問題深入處理。研究者

找尋在這兩個單元上課時間不夠的原因，似乎皆高估學生能理解的能力，而在過

程中延長許多重複解說和示範的時間。研究者除了重新再評估師生間語言溝通可

                                                       
11 研究者採用的鼓勵方式如下：依學生是否完成每日作業給予點數，每完成一日作業可得到 1
點，若作業品質符合教師要求，則再往上加，最多加至 5 點。課程結束後結算點數，依點數多寡

向教師換取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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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程度外，將概念更細緻的轉化為實際教學外，研究者也將把握下一單元（即

本階段最後一個單元），單元目標主要為培養意志力的機會，一併討論單元一與

單元二未完成的討論。 

然而，接連兩次討論意志力時發生相同狀況，也讓研究者對從過去研究中所

得的想法有些存疑。如文獻探討第四節所言，過去研究中，每次課程僅以達成希

望理論中的一個元素為目標，整體課程結束後才完整達成希望理論三元素的概念。

但研究者認為課程的實現應能與理論更加吻合。希望理論的三大元素，彼此環環

相扣、交互影響，因此研究者設計課程時，不僅在整體方案架構上，結合目標、

方法和意志力的循環；同時也更在每次課程中，呈現三元素的循環，使每一次的

課程都能更強化學生的希望感。是否每次課程皆要有三元素的循環是不可行的？

但研究者僅將此想法存於心中，並未打算立即放棄閱覽文獻後的啟發。因為課程

才剛開始，師生雙方尚處於摸索、試探、嘗試和適應階段，過程中雖有不盡完善

的結果發生，但應該也不盡然表示這些想法就不可行。因此研究者仍以問題解決

的方式繼續修正教學，而暫時不輕易放棄文獻帶來的新想法。 

綜言之，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教學設計，研究者雖已在前導研究的結論中，

察覺可能出現的問題；但正式進入課程後，所面臨的問題卻更為複雜，且未必能

完全依照前導研究的結論進行教學，仍需依實際狀況再次予以修正，使教學更符

合學生的需求。而進行希望感融入教學的課程中，教學者除了將理論融入課程實

際運用外，更需內化該理論的核心價值，在教學、班級經營及與學生互動中全面

適用之，否則徒有教學的應用，理論在課程的實現也將顯得相當有限。 

參、單元三：Do you go to the concert? 

一、單元目標 

（一）希望感：透過回顧本階段學習歷程，讓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有所省思，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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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對英語學習的意志力。 

（二）英語學習：透過學習單與活動討論，讓學生學習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的

「評估學習」、「鼓勵自己」與「量計自己的情緒溫度」，了解自己學習成

長的軌跡，並能激發繼續學習的動機。 

二、進行方式 

單元三的目標設定，有別於前兩個單元，除了著重於學科學習目標，再加入

「參與激勵班課程目的」的討論。因為據研究者前兩週的教學觀察發現，S5（學

生代號）對重複出現的教材感到相當不以為然，一看到相同的學習材料，便自動

關上所有接收訊息的管道，認為沒有必要學習相同的東西。但研究者觀察該生的

學習成效，仍停留在「死背」的階段，即雖能記憶正式課程中正在進行的單字，

但卻無法做持久的記憶。例如，現在正式課程進行的是第二課，該生能以死背的

方式記憶該課字彙，但若詢問第一課單字的讀音和拼法，學生的回答卻令人相當

憂心，研究者以 movie 為例說明之。 

T: 請你告訴我，「電影」的英文怎麼說呢？ 

S5: 電影喔，m-o-v 什麼的，後面忘記了。 

T: 先告訴我怎麼說就好，先不用拼出來。 

S5: /muvI/吧，忘記了。 

T: 那你不太確定這個聲音，你怎麼記？ 

S5: 就 m-o-v 什麼的這樣記呀，後面我忘記了啦！（教 1000325） 

此外，學生常對週五課後的激勵班表現得意興闌珊。研究者除了在教學活動

上做變化，喚起學生的興趣外，也更認為學生有必要知道參與激勵課程的意義，

喚起自身學習的動機。基於這兩點觀察，除了學科學習目標外，研究者再添加「激

勵班上課目的」的討論，讓學生更了解與此課程的功能，提升他們對學習的內在

主動性。激勵班的課程內容與正式英語課程有直接相關，若能積極參與，學習者

應能在兩方學習下獲益。例如：善用激勵班的學習機會解決正式課程中感到困難

的問題；在激勵班課程中為正式課程做更完善的準備，使正式課程的學習更為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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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本單元在學科學習的目標和方法部分，則延續前面兩個單元，繼續前二單

元單字填入「英語常用音素表」的活動完成，因此研究者未特別再向學生說明此

活動之目的。 

本單元特別著重於意志力面向的培養，討論中則分別由如何面對困難、看見

進步的軌跡與完成作業的態度三部分著手。研究者分析前測結果後發現，學生常

在遇到挫折、瓶頸，沒有人能給與立即協助時，便容易選擇放棄。因此在規畫此

部分課程時，研究者認為欲培養其意志力，可從協助學生建立聯絡網路，讓他們

能夠在獨立學習遇到困難時，能尋求立即的協助。因此，在本單元結束前，與學

生達成共識，師生留下彼此常用的 e-mail 與電話，供學生在獨立複習時，若遇到

學習困難能隨時尋求他人協助。此外，研究者也在網路上，透過社群網站

（facebook）建立一個專屬的交流平台，供學生提問與經驗分享，亦透過此平台

及時回饋學生的學習需求。 

此外，本階段中，研究者非常期待學生在看見自己進步的軌跡後，能更強化

他們對英語學習的堅持。因此課堂中乃透過學習單的再檢視、階段省思札記的填

寫，讓學生回顧階段內三週的學習經驗，讓他們在省思中看見自己的成長。同時，

研究者更希望透過省思讓學生肯定自己，若能依照自己的步調穩定成長，終能達

成目標。 

最初研究者在本階段有關培養意志力部分僅只於上述兩部分，但在前兩次課

程結束批閱學生作業時，低落的作業品質、消極的完成態度讓研究者感到相當挫

折。僅一週一次的學習時間，若未能把握每日作業的複習機會，則上課效果也將

因遺忘而成效不彰。在了解學生完成作業的問題後，經歸納整理成三個問題與學

生討論：作業量太多；寫作業一事令人感到厭煩；「寫『完』」與「寫『好』」的

態度差異。其中前兩個問題為學生所提出，第三個問題則為觀察學生作業後而

得。 

第一個問題「作業量太多」可能來自於師生的認知落差。研究者要求學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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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每字書寫一次」，而距離下次上課有六天，所以每週作業總共需寫六次。而

學生總留待上課前一天晚上，才將全部的字彙和片語一口氣書寫六次。因此研究

者據此向學生重述並說明指派該作業的用意與做法，並向學生分析「量少、質精、

頻繁」的複習，不僅沒有作業量多的壓力感，更能達到精熟的效果。 

而第二個問題「寫作業一事令人感到厭煩」，則處理學生對作業感到厭煩的

心情。研究者早在第一次與學生見面時便已察覺。他們通常會提早 10 至 15 分鐘

到達英語教室，進到教室後便拿起班級指派的作業開始「拼命寫」。而寫作業的

同時，嘴巴也碎碎唸著「又一堆功課了，好煩」之類的抱怨聲（教 1000311、教

1000318、教 1000325）。因此當學生向研究者抱怨，除了班級指派作業外，還要

應付激勵班作業的厭煩感時，研究者便邀請學生共同思考該如何「面對作業的厭

煩感」。在課堂討論活動下，由六位學生以匿名方式寫下兩個可能的解決方式，

再由研究者將全部回饋歸類為正負兩種態度。研究者特別處理負向態度的回饋：

邀請全班學生對每一負向回饋逐項做評論，說明其優缺點以及可再修正處，最後

再由研究者做總結。以學生「煩就不要寫了，去看電視」的負向態度回饋為例。 

問題：一看到有作業要寫，就打從心底的感到厭煩，你會如何面對呢？ 

S6回饋：煩就不要寫了，去看電視。 

S1評論：去看電視不錯，就不會覺得煩了。 

S2評論：但是作業依然沒有寫，去了學校還是會被處罰。 

S3評論：看完電視再去寫。 

T：很好的想法，看完電視再去寫。看完電視讓自己的心情好一些，心情好，寫作業也比較

甘願點。可是如果「寫完作業再去看電視」呢？ 

S3評論：還不錯，這樣爸爸比較不會管我看多久的電視。 

S6評論：沒差吧！ 

T：你想，如果你選擇看完電視再去寫作業，心裡還是一直有個牽掛在，明知道作業還沒寫

完就去看電視是不對的，為什麼要讓自己處在這種矛盾的情緒中呢？但若先把作業寫完，

雖然要忍受一點點不愉快的感受，但是寫完後再去看電視，不僅可以當作是犒賞自己用心

完成作業的小獎賞，也可以在毫無作業牽掛下，更放鬆的去看電視。先樂後苦完，所感受

的苦會更苦，畢竟該面對的責任還是要面對；但是先苦後甘所感受的甜卻將更甘甜。 

Ss：聽起來好像還有一點道理。（教 1000325） 

最後，第三個問題涉及有關完成作業態度的問題。研究者向學生拋出「『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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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與『寫好』有何差異」的問題，但多數學生並不了解兩者有何差異，因此研

究者以「改完」和「改好」兩種教師批閱作業的方式為比喻，向學生說明兩者的

差異。讓學生了解教師批閱作業的感受後，研究者以「我訊息」的方式向學生傳

遞教師期望。 

綜合言之，意志力部分研究者除了有原先即規畫好的議題與學生討論，同時

也將學生在課程中呈現的作業問題一併帶入討論，釐清師生間的認知落差並處理

學生的負向學習感受，期待能在正視學生負向情緒的積極行為下，鬆動其固著的

負向認知思維。 

此外，本單元為字彙階段最後一次課程，研究者於階段結束前，邀請學生共

同進行省思活動。本教學方案中，除了著重學生希望感的提升，亦重視學生在學

習過程的省思，藉此對自己的學習歷程與成效有所了解，培養獨立學習的自我評

估能力，並透過適當的評估與正向解讀，增進希望感並提升學習成效。省思活動

於各階段最後一次課程結束前進行，三次階段省思活動的進行方式皆相同。由研

究者設計「階段省思札記」供學生填寫，內容根據 Snyder 希望理論三大內涵而

設計。目標與方法面向的省思為檢視各階段認知材料的學習成效，意志力面向的

省思則由對課程的投入狀況、對學習困難的因應態度以及評估現在與過去的差異

著手。待學生填寫完畢後，再由研究者進行批閱，批閱方式僅做文字回饋而不予

以評分。然因學生在省思札記中，陳述較多個人感受。研究者評估後認為，若將

學生個人觀感做團體討論，可能涉及揭發個人隱私；因此在研究倫理的考量下，

未就學生填答進行團體討論，僅就必要處與學生單獨面談，深入了解學生需求並

提供個別協助，完成階段省思活動。 

三、研究者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 

禮記˙學記篇：「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

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教與學是一體兩面的，研究者擔任教

師角色的同時，也在過程中隨時透過學生回饋，修正教學並學習如何更有效率的



90 
 

實施教學。進行教學前，研究者雖已規劃好課程架構，並盡可能做完善的思考；

然而，課程進行中仍有許多細部的問題，有賴教學者從實際經驗中再學習、再改

善。研究者在進行單元三教學中，仍在有關目標設定、課後聯繫、情意面的學習

等方面，以及進行階段省思活動部分，皆有新的發現與省思，以下逐一說明之。 

（一）學生多應家長要求而參與激勵班課程，並未真正明白參與此課程的意義 

Alexander Guiora 以語言自我（language ego）說明人們對自己所使用的語言

所發展出的認同感（引自 Brown, 2000）。僅會一種語言的人，其語言自我是指母

語和自我發展間的交互作用，較無認同障礙。但對於學習第二語言的人，學習過

程的負向經驗，可能影響學習者對第二語言的認同。研究者在激勵班開課之初，

僅在準備週時，利用生活中常見的英文，如廣告招牌、實品包裝、線上遊戲與流

行音樂等，讓學生了解學習英語的實用性，並能對英語學習產生認同感，藉此協

助學生建立長期目標。 

然而，正式進入課程方案後，研究者直接就各學習活動的目的、意義與學生

溝通，設定短期目標。然而，研究者忽略最重要的「參與激勵班課程的意義與目

的」。雖然學校依學生自由意願參與激勵班課程，但學生的自由意願仍多少受家

長意見的影響。研究者於開課之初，除了就「學習英語的實用性」來協助學生設

定長期目目標，並根據長期目標設定短期目標外，仍須幫助學生釐清參與激勵班

的意義，否則部分學生仍只是依家長指示參與該課程，並非自己真正想參與的情

況下，對課程態度與投入程度都將對學習成效有所影響。 

（二）以網路資訊維持課後聯繫成效不彰 

學生是需要被關懷的，而且是「隨時」的關懷。最初設計課程時，研究者已

思考每週僅上一次課，學習時間不夠頻繁可能衍伸的問題。研究者遂以資訊世代

最常使用的「網路」著手，思考可能的因應策略。教育部早於 1998 年起即與資

策會合作規畫「網路家庭聯絡簿」，並於各縣市陸續試辦，雖仍有待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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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視為邁向資訊時代親師溝通的里程碑（轉引自許芳禎，2005）。又根據江冠

生（2009）、楊清貴（2009）、孟憲蓓（2010）使用部落格與班級網站進行親師溝

通的成效不錯，胡開惠（2005）以互動式班級輔導網站的行動研究亦顯示有助於

了解學生的心情與需求。上述研究顯示，資訊時代的網路親師溝通可彌補傳統溝

通的不足，因此研究者遂透過時下流行的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開設

專屬本班師生及家長提問、分享與交流的網路空間。而研究者也能透過網路聯繫，

給予學生即時的關懷與回饋。然而，實際執行效果並不佳，除了受限於學生家中

是否裝設足夠頻寬的網路外，家長約束孩子使用網路、電腦的方式與時間等，都

對該網路交流空間的使用率產生部分影響。 

為能與學生保持密切聯繫，研究者雖仍繼續該網路空間的使用，但再增加每

週五上課前與學生電話聯繫，關心其生活與學習是否需要協助。使用電話與學生、

家長聯繫的效果遠較網路空間的使用來得更好，因此研究者課後與學生的聯繫，

也漸由網路轉向電話的使用。 

雖然研究施行至此仍算順利，但研究者仍對「一對一」課後聯繫的方式深感

疑慮。現在所面對的是僅有 6 位學生的課後激勵班，學生人數少且上課時間短，

而自己除了每週 80 分鐘的教師角色，大多時間皆是較自由的研究生身分，才能

有寬裕的時間與心力在課後做這些服務。教學研究努力的正是尋找突破的可能性，

並期望未來能在一般教學中普遍使用。但以教書為職業的小學教師，工作時間近

10 小時，又面對大班級近 30 位的學生，如何在課後持續一對一服務，其可行性

顯得相當有限。因此研究者認為，電話與網路併用，或許可能解決問題。網路可

視為是現代教學有效率達成資源分享與聯繫的工具，若學生家庭未裝設網路等則

可視為個案處理，協助使用其他替代方式獲得資訊；而家長約束學生使用網路、

電腦等規範，則可透過積極的親師溝通，向家長做清楚的說明。雖然在本研究中，

一對一的聯繫雖可行且能達到研究者預估的效果，但面對學生人數較多的大班級，

此法可能費時、費力且不具效率，若能由網路和電話兩者併用，以網路為主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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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並以電話或其他替代方式協助無法使用網路的學生取得訊息，應能使課

後的聯繫與關懷更有效的傳遞。 

（三）情意面的方法與意志力的學習，難以截然二分 

研究者在設計本單元，提升意志力的活動設計時，有些部分未與方法面向的

學習斷然切割。研究者曾在第三章整體方案目標中，將情意態度、情緒管理等情

感面的問題解決能力歸類為「方法」（pathway）面向的學習，而意志力部分是能

夠以自己的成功經驗激勵自己繼續學習、能夠為自己的目標學習，以及遇到困難

時能激發嘗試想辦法解決的動機。但在處理學生作業問題時，研究者卻發現，學

生有關意志力的問題，多來自於他們不知如何處理負向情緒與面對問題，例如作

業太多了，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厭煩感與挫折感，就乾脆不寫了。因此，研究者認

為在此前提下，欲提升學生的意志力，應先賦予他們處理情感問題的能力。雖認

知與情意面的學習策略和問題解決能力，研究者皆歸類為方法面向的學習，但有

關情意面的意志力培養，因同時涉及「是否有能力解決」與「是否願意嘗試解決」

兩個因素，且兩個因素通常是交互影響，因此研究者無法將情意面的問題解決能

力（即方法面向的學習）與意志力培養截然二分。也因此在意志力的培養部分，

多少仍涉及有關情意方法面向的學習。而且，Snyder 希望理論的完整模式圖（如

圖 2-4-2 所示）也顯示，目標、方法與意志力三元素間不斷交互作用而影響個體

的行動，亦即個體的行動可能同時受方法和意志力兩元素的影響。若學生因方法

面向能力的缺乏而影響其意志力表現，則教學者提升方法面向的能力，以培養其

意志力的思維應屬合理。因此，本課程進行中，雖有以提升意志力為主要課程目

標，但仍依學生需求，在課程中添加情緒管理等「方法」的學習，而未在以意志

力討論為主的課程中，將方法面向和意志力面向的學習做截然二分之區隔。 

 

（四）態度、信念的改變需持續提醒，教師不能在完成課堂活動後立即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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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信念的改變需要時間與經驗的累積，才能漸漸真正內化於個體思維中，

並在日常行為中實踐。學生在課堂對學習態度與信念改變亦如此。學生雖在課堂

中，透過活動與討論接受較正向的思考模式，但仍僅只於接受。在情意態度的學

習中，D. R. Krathwohl 等人依個體內化程度分為「接受或注意」（receiving or 

attending）、「反應」（responding）、「價值評定」（valuing）、「組織」（organization）

與「性格化」（characterization）（轉引自周新富，2004）。課堂活動可能僅達到價

值判斷的程度，學生能將課堂議題討論之結果視為未來努力的方向。然而，此階

段距離最高層次的性格化，仍有一段距離，即學生願意在生活中具實踐。因此研

究者雖在課堂中與學生針對作業問題做討論並且達成共識，但研究者仍須不斷提

醒自己，學生在課堂想法的改變，不見得下課後亦能維持。研究者協助學生以正

向態度面對學習的鷹架，不能在教學活動完成後立即卸除，應在後續課程中隨時

提醒，協助學生內化此思維，穩定的在生活中實踐時，才能逐步卸除鷹架。 

（五）階段省思札記的問題描述過於抽象，學生難以回答 

字彙段結束前的省思活動，因問題描述過於抽象而未能順利進行。全班學生

看著第一階段的省思札記發愣許久，頻頻向研究者詢問該如何填寫或直接表示不

知道如何省思。該省思札記共有 6 道問題，分別為描述該階段課程內容、評估課

程內容是否已學會、是否對學習有幫助、與過去學習是否有不一樣的感受、評估

自己能否在獨立學習時使用上課學習的方法、自己是否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等，最

後再加上一道「其他」的開放性問題，讓學生對其他學習面向補充說明。學生在

每題都不會寫的壓力下，愈顯失去耐性，情緒也更為焦躁不安。在協助學生完成

省思札記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學生表示「不知道」如何填寫的原因有二：一為雖

能了解省思札記的問題，但不知道如何省思、如何回答；其次則為真的不明白問

題的涵意。為因應第一個問題，研究者採取兩種因應方式。首先，在填寫省思札

記時，一一協助學生重新檢視並評估自己前三週課程內容的學習成效。而為訓練

學生發展學習的後設認知，乃在句子階段的每個課堂任務中，加入「為自己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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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活動，12

一、 察覺自己的教學習慣不斷影響著教學思維 

 由平日活動培養學生反省自己學習的能力。而研究者在因應第二

個問題上，則重新思考省思問題的陳述方式，在概念不變的前提下，重新撰寫省

思問題。以更具體、更細緻且直接的陳述方式，引導學生對階段學習做深入的省

思。同時，亦邀請 3 位場域外同年齡學生協助審題，檢視省思札記的語句陳述是

否符合學生可理解之範圍。 

綜合言之，本節中研究者以每次一個單元，共三個單元說明字彙階段的教學

歷程。運用比喻及中英文比較法，讓學生了解字彙記憶的重要性，並以更具效率

的自然發音法協助學生背單字；此外，亦從學生的作業回饋中發現他們面對學習

困難的情感問題，以討論的方式協助他們面對學習的瓶頸，並提升其學習的意志

力。而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亦獲得許多教學相長的機會。下一段落乃就研究者

的成長說明之。 

肆、本階段研究者的成長 

研究者在各單元中，皆面臨一些困難，但同時也在問題解決中，獲得新的想

法。尤其在教學慣性上，較過去有更強烈的感受。此外，在面對不願開口說話的

孩子以及同理學生需求中，更讓研究者了解，教學者耐心的陪伴和等待，才是真

正在教育過程中播下希望的種子。 

研究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常帶著雀躍不已的興奮，想盡快實現自己設計的

教學活動。進行行動研究後才赫然驚覺，固定時間撰寫教學觀察紀錄和省思，對

教學有莫大的助益。撰寫觀察、省思紀錄的同時，教學者也根據剛完成的教學與

自己對話，思考有無可改善處與後續應如何改善。當研究者發現教學不盡理想時，

                                                       
12 此活動方式為：每次上課約有一至兩個任務需完成。研究者在每個課堂任務完成時，發給學

生一些圓點貼，讓學生就其完成任務的「態度」、「參與度」及任務內容是否都已學會三部分為自

己做綜合評分，最多五點，最少一點，評分後將圓點貼在該任務學習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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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開始思考如何在下週課程中做修正。然而，研究者也常在改善處踟躕。學生對

遊戲、動態類的活動反應較熱烈，而對思考類的活動則較顯得意興闌珊。例如：

最初學生在適應較多思考、討論活動的教學方式時，顯得相當不習慣；而教學者

雖已在前導研究中實際執行過這樣的教學方法，但在正式進入教學後，對學活動、

流程的思維等仍常受過去教學經驗、既有教學慣性的影響，也常在不知不覺中又

重回傳統的英語教學。 

為了提升學生的興致，研究者通常穿插數個遊戲類活動，但其實遊戲類活動

多是以較下位知識概念的各課單字、片語而設計的活動，若在課堂中在此處耗費

較多時間，實則與傳統教學無太大差異。因此研究者在檢討已完成的教學設計並

為即將到來的課堂設計活動時，常在兩者間拉扯。雖然遊戲、動態類活動能讓學

生興奮的上課，但卻無法有效移除橫在眼前的絆腳石；思考、討論類的活動雖不

如前者生動，但能讓學生清楚知道自己、上課材料在整體英語學習中扮演的角色。

因此，研究者除了在每次設計教學活動前，重新回顧本教學方案的理念，再根據

省思紀錄、課程進度設計活動，完成後再將該次教學活動與方案理念、課程目標

做對照，檢視兩者是否相吻合。 

二、 改變「立即見效」的教學思維，學會耐心「等待」學生成長 

研究者進入現場時，遇到一個拒絕開口說話的學生 S1。學生不願意開口說

話，讓教學的進行困難重重。因為語言學習包涵聽、說、讀、寫四個部分，又英

語屬拼音語言，語言使用者透過聽與說傳遞聲音訊息，可以快速掌握其涵意。但

若缺少聲音訊息的傳遞，則英語學習也必定受到相當的阻礙。而且，研究者對

S1 進行前測時，英語學習結果測驗中，自然發音語字彙記憶兩大題需要學生開口

才能進行測驗，而學生不願意開口，研究者亦無法從中直接確切得知學習者的需

求。研究者僅能由間接線索中猜測學生的需求，卻無法總是精準的猜測到學生「最」

需要什麼，有時課堂活動未能即時回應學生的需求，也使 S1 上起課來意興闌珊。 

研究者在兩次上課仍無法解決 S1 拒絕開口的問題，直接與家長聯繫，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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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生活與學習狀況。家長告知研究者該生的個性、學習、喜好、興趣、與人相

處等狀況後，研究者改變策略，利用下課時間找他聊天，從生活經驗切入而不談

論有關英語學習的種種，S1 也漸漸願意從「嗯」的簡短回應或肢體語言的點頭或

搖頭，用更多的語言（中文）描述與研究者分享學校生活的瑣事。至此，學生終

於願意開口說話，但仍僅止於中文，對開口說英語一事，仍表現完全拒絕態度。

因此，研究者的課堂因應策略，採「開門、邀請與等待」的方式，即研究者向學

生拋出問題後，或課堂與學生互動中，雖已預知不會得到積極的語言回應，但仍

優先將機會留給 S1，詢問其想法，並等候全部學生發表後，再次詢問其想法。

本階段課堂中，該生始終維持不回應的狀況，但在研究者每次提供機會、邀請其

參與的等待下，此狀況在下一個句子階段結束前有相當幅度的進步。 

參、 正向思考教學面臨的困難，正向解讀學生的學習回饋 

俗諺云：「呷緊弄破碗」。面對任何事物應能以平常心面對，循序漸進，終能

完成。面對學生的學習亦如此，尤其是面對學習步調較慢的孩子，教學者更無法

心急。心急的結果，可能只會讓師生雙方皆感受更多教與學的挫折，對達到目標

沒有任何助益。教學者在最初引導學生思考時，感到無比的挫折。當不斷接收到

學生「不知道」的回應時，總認為學生是「懶」的思考，而不是「不會」思考。

幸而在這段時間裡，仍有研究所的課業正在進行中，幾次的課堂皆討論到「從未

『教』會學生思考，卻總要求他們要表現出會思考」的矛盾。研究場域的經驗，

不正是研究所課堂討論的最佳寫照？的確，研究者過度樂觀評估學生思考和表達

的能力，原以為只要一步即可輕易到達的目標，實則需要十步的緩慢帶領，才可

能到達。也因此研究者在進行教學規畫時，也需更同理學生的困難，不斷提醒自

己要做「更細膩」、更緩慢的步驟規畫，因為自己認為容易的一小步，對學習者

而言卻可能是相當難跨越的一大步。 

教學過程中，耐心的等待和陪伴是師生共同成長的必要元素。屢次面對學生

「不知道」的回答或者無心於學習的表情，常常也感到挫折、失落，有時更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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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然而，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教學方案，不正是要重燃學生對學習的希望？如

果教學者先放棄希望，那將如何說服學生擁抱希望？當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面

臨瓶頸時，亦以希望理論中目標、方法與意志力三元素的角度克服挫折感。為什

麼一直被「學生學不會」的問題綁住？研究者反省後發現，其實是目標設定的問

題。Snyder 強調目標必須是要「具體可行」的，在這過程中，研究者的確設定了

「具體」的目標，但「可行」嗎？研究者似乎過度高估學生達到目標的可能性。

待調整目標後，配合教學方法的調整，學生的反應改善些許。雖然研究者將目標

調整得較簡單，但並不表示對學生的期待降低，而是欲透過累積達成合理的目標，

循序漸進完成最終目標。研究之初，研究者操之過急的想加快進度，而設定了與

學生能力差距過大的目標，使師生雙方皆無法享受教與學的樂趣。耐心的指導不

僅是能和顏悅色的再說明，更包含重新檢視教學效果不彰並尋找改善的方法；而

陪伴不僅陪給予支持，更重要的是同理學生的需求，即時提供相符的回饋。 

頻繁出現的「不知道」帶給研究者極大的震撼，也讓研究者重新以學生角度

思考何為適當的目標，並在挫折中尋找改善的方式，耐心的指導和等待。更重要

的是，以自己的教學挫折經驗，同理學生的學習挫折感，並從中思考協助學生克

服挫折的方法。 

綜合言之，本階段的進行有時順利，有時卻又困難重重。從如何引導學生思

考、教學者如何面對教學慣性的影響與學生作業品質不佳的窘境，到如何因應拒

絕說話的孩子等，教學現場所呈現的問題困難且棘手，不斷考驗教學者是否擁有

能力與智慧解決問題。而教學中更切記不可操之過急，循序漸進的引導並等待學

生成長；此外，學生學習不僅止於課堂，教師關懷亦須延伸至課後，頻繁有效的

課後聯繫對課堂教學將有所正面助益。研究者在字彙階段不僅擔任研究者兼教學

者的角色，更扮演著學習者的身分，不斷從學生回饋中，透過省思學習改善教學。

而研究者也帶著本階段的學習成果，繼續進入下一階段──句子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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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句子階段（2011.04.01~2011.04.22） 

字彙階段告一段落後，研究者接著引導學生進入句子階段的學習。句子的構

成與文法脫離不了關係，因此本階段內容除了句子外，還有文法的學習。句子階

段研究者以 4 次 8 節課的教學時間，進行兩個單元。單元一為複習舊經驗之現在

式 do/does 句型，為單元二之新材料──未來式句型做準備。因此，單元一以 1

次課程完成，而單元二則由 3 次課程時間完成。本節首先就兩個單元分別說明研

究者的教學流程，所面臨的困難、因應方式與省思，最後以研究者在本階段的成

長做總結。 

壹、 單元一：Do you like to build models? 

一、 單元目標 

（一）希望感：確立學習英語句型與文法的目標。 

（二）英語學習：首先協助學生理解本階段與整體英語學習的關係，進而能達到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的的「主動安排並計畫學習」；而細部目標則透過複

習先前已知的「現在式」句型，為本階段的「未來式」句型學習做準備。 

二、 進行方式 

進入文法與句子階段時，首先必須說服學生安排學習文法與句子的意義，設

定本階段的學習目標。進入單元一時，研究者首先詢問學生經過四至六年的英語

學習，是否了解學習「grammar」的意義與功能。學生多表示僅了解 grammar 就

是「文法」，但並不知道為何需要學習文法。研究者以學生最喜歡的球類運動（籃

球和躲避球）為例，說明文法在英語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球類比賽依據大會認

可的規則進行之，而參與該球類運動者亦皆認同此規則，並在此規範下進行比賽

與觀賞球賽。球賽規則實為這些參與者的共通語言，讓他們得以在規則的規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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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無礙。若將語言學習比喻為球類運動，則文法就類似球類運動之規則。所有

該語言使用者，皆須遵守這個語言的規範，否則大家自由心證的使用該語言，沒

有共通的規範與規則的共識，則使用該語言亦無法達到溝通的效果。 

此外，研究者為使學生更明白本階段課程與前一階段課程的關聯性，研究者

接續前階段以磚瓦比喻字彙，以「樑柱結構」比喻本階段的文法和句型。蓋房子

除了需要磚瓦等建材堆疊而成，其堅固的樑柱結構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穩

固的樑柱結構和充裕的磚瓦建材，兩條件相輔相成下，才可能建造堅固的房子。

而英語學習亦如此，文法句型和充足字彙量的支持下，才可能成為優秀的英語使

用者。學生在上述兩種比喻下，多能理解文法和句型在英語中所扮演的角色，也

願意將此部分的學習視為本階段的目標。 

而正式進入文法句型學習後，研究者則以比較中、英文表達「現在」和「未

來」時態的差異，引導學生進入細部的目標設定。研究者依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

從複習現在式時態與 do/ does 問句著手，再進入現階段正式課程的未來式 will/ be 

going to 句型學習。研究者先邀請學生以國語說出表示與自己切身相關的「現在」

和「未來」句子各一句，再讓學生思考如何用英文表達。學生在研究者的活動引

導下，感受到使用語言的實際需求下，對學習現在式與未來式句型多能認同，亦

成功引發其學習的動機，遂能引導他們繼續往方法的學習前進。 

接著，研究者進入有關文法與句型方法面向的學習。研究者首先以「數線法」

向學生說明文法用詞──「現在式」與「未來式」，並透過數線的表示，讓學生

清楚分辨兩時態的差異。橫箭頭表示時間軸，在時間軸上標示「現在」和「未來」

即可清楚的讓學生了解現在式與未來式兩個文法用詞。數線表示如圖 4-2-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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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以數線表示時態差異 

待學生了解現在式與未來式差異，並明白使用時機後，研究者接著引導學生

進入現在式肯定句和 do 問句的複習時，穿插以關鍵字和中英文比較引導學生學

習。研究者先讓學生以一個現在式的中文句子描述自己的喜好。例如： 

S2: 我喜歡打籃球。 

S3: 我喜歡打電動。（教 1000401） 

學生分別以中文句子描述自己的喜好後，再邀請學生以中英文對照法，嘗試

將這些句子用英文表達。以 S2 的描述為例： 

T: 「我」在英文裡，應該怎麼說呢？ 

 Ss: I 

 T: 很好，（在黑板上寫下Ｉ）。接下來，「喜歡」你會用哪個字呢？ 

 Ss: like 

 T: 很好，（接續黑板上的Ｉ，寫下 like）。那打籃球呢？我們才剛學過唷！ 

 Ss: play basketball 

T: Good! （接續黑板上的 like，寫下 play basketball，但在 like 和 play basketball 中間空較

大的位置）。就這樣嗎？ 

 Ss: 對呀，都完成了。 

T: 還差一點點，（指著 like 和 play basketball 中間的位置），這裡空這麼大，有印象嗎？ 

 Ss: 沒有。 

 Ss: 忘記了啦！ 

T: 我們在英文中，如果要說「我喜歡什麼什麼的」，我們會說「I like to……」。例如，我喜

歡打籃球，就會說「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放慢速度說出這個英文句子，特別將 to 強調

大聲講出來） 

 Ss: 啊，是 to 對不對？ 

 T: 很好，（把空格補上 to）。 

T: 太讚了，我們一起完成這句話了。（教 10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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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學生用此方法將現在式句子轉換成英文後，留給學生約 10 分鐘的操作時

間，讓每個學生把描述自己喜好的中文句子轉換成英文句。接著，研究者利用學

生完成的肯定句複習現在式 do 問句。仍以 S2 的「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為例。 

T: 剛剛我們都完成了描述自己喜好的英文句子了，現在，我們要根據這個句子再做變化。 

T: （指著黑板上 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的句點），在句子中看到有這個一點的句號，表示

它是「肯定句」；而如過看到句子最後是問號，那就是…… 

Ss: 問句。 

T: 很好，也就是「疑問句」。以後你會常常聽到「肯定句」和「疑問句」兩個詞。那現在，

我們要怎麼把「我喜歡打籃球」改成疑問句？先告訴我中文就好了。 

Ss: 我喜歡打籃球嗎？ 

T: 很好，加個「嗎」就好了，對吧！試試看，要怎麼把「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改成疑

問句？ 

Ss: 改成問號。 

T: （把黑板上 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的句號用黃色粉筆畫掉，在下面寫一個問號），然後

呢？ 

Ss: （一片靜默） 

T: 剛剛中文的句子，改成疑問句，最後加上個「嗎」；英文也很類似，要請一個字來幫忙。 

Ss: （一片靜默） 

T: 有沒有印象，以前學過「He is short.」改成疑問句，就把 is 拉到最前面，變成「Is he short?」 

Ss: 有，（表情仍一片茫然）。 

T: 那這個句子裡，有沒有 is, am, are 這三個東西可以移動？ 

Ss: 沒有。 

T: 哈哈，沒有東西可以移動，我們就自己造，請一個字來幫忙。（在黑板上寫 D，還沒寫

完 Do，兩位學生興奮的說出研究者未寫完的字） 

Ss: 是 do。Do I……，以前學過啦！ 

T: 想起來囉？所以這句話要怎麼完成？（用黃色粉筆在 I 前面加上 Do，後面沒改的就都

一樣啦！） 

Ss: Do 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T: 那如果今天是「你喜歡打籃球嗎？」，要把哪個字換掉？ 

Ss: I 

T: 換成什麼？ 

Ss: you 

T: 所以是…… 

Ss: Do you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T: Excellent! 剛我們找了一個字，請 do 來幫忙，幫助動詞做變化，所以給他一個名字，叫

做「助動詞」，這樣可以理解嗎？現在請你也用 do 這個助動詞，把你的肯定句改成 D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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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的疑問句。（教 1000401） 

留待約 10 分鐘，讓學生自行完成肯定句與疑問句的轉換，研究者也於活動

期間，走到每位學生身邊給予個別指導。完成 do 問句的複習後，接著進入變化

型 does 問句的複習。研究者仍繼續以「Do you like to play basketball?」為例做說

明。 

T: 好，「Do you like to play basketball?」這句話可以再來一點變化唷！（把 you 圈起來）這

裡如果改成 he 呢？ 

S1: 不都是人。 

T: 當然是人，不然有鬼嗎？提示一下，do 要做變化。 

S5: 有印象學過，但是忘記了！（其餘仍一片靜默） 

T: 「He like to play basketball.」這樣對不對？（在黑板寫下這個句子，並將 like 圈起來。） 

S5: （程度最好的一位），要加 s 啦，他前面是 he 耶！ 

T: 很好，所以要變成疑問句時，剛剛請來的助動詞 do 也要這樣變化一下，（在黑板寫下

dos）。 

S2: 我怎麼覺得很怪，好像不是這樣拼。 

T: 太好了，有人發現不太對勁唷！沒錯，應該是要這樣拼，does，do 這個字加了 s 後的寫

法比較特殊，應該要寫成 does 才對。請你（S6）來填上這個格子，（     he like to play 

basketball?）。 

T: 除了 he 外，還有一個字也是要用 does 的。 

S3: she 呀，有男生就有女生呀！ 

T: Good job! 那我們試試看，造幾個 he 和 she 的問句吧！（教 1000401） 

本單元的課程至此告一段落，說明學習文法和句型的意義外，再複習曾經學

過的現在式肯定句和 do 問句，為下週的未來式句型做好準備後，本單元結束。 

三、 研究者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 

雖然單元一的教學活動中，並未特別提及意志力的培養，但若能把握課堂突

發狀況的機會，意志力的討論將更能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研究者在規畫課程時，

依希望理論三元素為課程架構，安排討論意志力的活動時間，但進行該單元之初，

兩件教室突發狀況發生，研究者優先處理兩事後，在時間有限下，省略了最後培

養意志力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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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一為研究者準備開始上課時，發現學生較以往更晚進入教室，而且每位

學生皆顯露疲憊的神情。不僅如此，全部學生皆未攜帶任何文具用品來上課。學

生告知研究者，剛參加完學校舉辦的戶外教學，本來就沒攜帶任何文具用品到學

校。研究者在協助學生準備好上課學習單與文具用品，正要進入課程時，事件二

接續發生。S3 待全班都準備好可以開始學習時，才匆忙的衝進教室，向研究者報

告：「老師，我要去練球，今天要請假」（教 1000401）。研究者先將全班安頓好

後，立即到教室外了解該生的狀況。S3 向研究者表示，因下週是班級籃球賽，他

是班級派出代表參賽的球員，為了班級榮譽，現在必須和同學去練球。研究者分

別向該生說明「參與激勵班課程的責任」與「做自己認為最適當的選擇」後，學

生選擇去打籃球。送走該生後，研究者繼續回到教室進行課程。 

兩事件接連發生的當下，著實令研究者感到非常不悅。當下以責怪學生的想

法，心底暗自嘀咕著：「明知道要來上課，還什麼東西都不帶來，根本是來亂的」

（教 1000401）。抱怨的同時，一股怒火也莫名的油然而生。但過去教學經驗中

也深刻了解，學生最討厭的就是容易憤怒的老師。研究者謹記大學修習教育心理

學時，教授的諄教誨：「當你憤怒時，切忌說出任何話，轉過身把黑板整理乾淨，

同時也整理自己的情緒。」轉過身整理黑板時，研究者立刻意識到這是進行希望

感教學的課程，與其對學生咆哮，不如善用 Snyder 的希望理論，將眼前的問題

視為「目標」，使用有效的「方法」達成目標（心平氣和的與學生溝通），藉此解

決問題。 

研究者拿出平日討論用的空白紙張供學生書寫、作筆記，並拿取教室「失物

招領箱」的文具供學生使用，暫時解決學生未攜帶學用品的問題。把當日學習單

發給學生後，請學生瀏覽後，自行翻閱課本或同儕討論，試著找出學習單題目的

答案。研究者刻意製造學生找答案的空檔時間，來處理 S3 的問題。研究者要求

S3 思考，「現在去打球或參與激勵班課程的優缺點」，S3 明確的表示，他若不現

在去練球，將會使班上籃球比賽失利，此缺點遠大於落後學科學習的缺點；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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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信誓旦旦的表示，他將會自行補上落後的課程進度，不因此而影響學科學習。

研究者見其去打球的意志堅決，告知會將學生缺席的緣由據實告知家長後，便不

再強迫其繼續回到教室上課。 

處理完兩突發狀況後，研究者接著即依序進行本階段的目標設定與複習肯定

句之學習內容，課程進行至此也已接近放學時間，研究者便直接捨棄原先規畫討

論、培養意志力的時間。但研究者於課後重新檢視該課堂所發生的事件，若能把

握事件發生的當下，花少許的時間便能與學生討論意志力的問題，根本無需擔心

時間不足，沒辦法和學生討論的問題。例如，學生參加完校外教學，帶著疲憊、

還有點不情願的心情來上課，研究者其實可以把握機會，讓學生看見自己能延宕

滿足，忍受身體的疲累與心情的不願，優先完成應完成的責任。從生活中展現堅

持的意志力，連結至學習時面對煩躁、厭倦時如何喚起堅持到底的意志力，研究

者若能在此把握機會，以學生當下的經驗，連結至與其切身相關的學習，應能使

課堂中有關意志力的討論與學生的實際經驗更貼近。 

研究者除了深入了解個別學生必須去練球的需求，與其溝通必須自己判斷事

情的輕重緩急，以此做最合適的選擇外，亦應能把握機會與學生談論志力的問題。

研究者就當天狀況與家長溝通後，據家長表示，孩子是因為參加完戶外教學後感

到累了，不想坐下來上課，才以代表班級參加籃球賽必須練球為請假的藉口。研

究者認為學生盡責的想完成擔任班級代表球員的責任，爭取班級榮譽是值得肯定

的；但並不能僅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物盡責，不感興趣的事物則以其他藉口推託。

若能在當下明確告知學生，原訂此時段即為激勵班上課時間，與同學約練球的時

間本就不允許衝突，而目前的做法應該是「向同學道歉，因為必須等上完課才能

去練球」，先耐著性子完成首要應該參與的課程後，再輕鬆的去練球。 

研究者深思後認為，明知該是學生參與課程時間，不應該讓學生去打球，但

卻堅持讓學生「自己選擇」打球或上課，這樣的做法並不恰當。事後研究者亦感

到相當慚愧。其實，與學生溝通的當下，研究者並不期待，也不想要學生選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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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因為當下只是認為： 

如果你不想來上課，我就算壓著你的頭進來上課，你也不會因此而甘願的來上課。與

其如此，不如讓你去打球。而且 Snyder 不也認為個體要對目標產生意義，而眼前對你最有

意義的事情就是去練球，如果現在去練球的效果比學習英語的效果好，那就去練球吧！（教

1000401） 

但其實，這只是研究者不想耗費太多心力在此突發狀況。Snyder 所謂的「個

體要能對目標產生意義」，指的是學生必須了解為何需要達成此目標，當然目標

若可依學生自由意願選擇，更能增加學生達成目標的動機。但是，學習有其階段

目標性，若放任學生無限制的自由選擇，是否也違背了教學的原則呢？而且學生

在此階段，心思仍未達完全成熟，思慮可能偏執或選擇性避開自己不喜歡的事物，

教學者引導學生進行選擇時，亦不能將選擇的權利變成逃避的漏洞。研究者反省

後認為，此事件中，研究者若能同理學生身體感到疲累，不想上課的感受，協助

學生將下課後的練球時間視為放鬆、休閒以及犒賞自己忍受疲憊繼續上課辛勞的

禮物，藉此培養克服延宕滿足生理之需求，優先完成應盡責任的意志力，應能化

危機為轉機，使教室的突發事件更具建設性。 

貳、 單元二：I will be a driver. 

一、 單元目標 

（一）希望感：以文法、句型的方法學習為主。 

（二）英語學習：協助學生透過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的「跨語言對比分析」（即

中英文比較之分析）、「翻譯」等方法，學習 will 和 be going to 的未來式句

型。 

二、 進行方式 

本單元的目標設定，延續上一單元複習現在式時態與 do/does 問句，正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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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未來式時態與 will/ be going to 的句型，並且為避免學生長時間進行相同單元的

課程，且缺乏立即使用的機會下，逐漸對學習感到厭煩，甚至忘記最初設定目標

的意義。因此，研究者在本單元的第二次課程，設計一份創作學習單，讓學生實

際運用本階段學習的文法和句型完成學習單，並在最後一次課程中，讓學生公開

發表自己的創作（如圖 4-2-2 所示）。本階段第一次課程分別引導學生學習 will

句型、be going to 句型，以及兩句型的轉換；而第二、三次課程則以學習單創作

及發表為該次課堂學習目標。 

 
圖 4-2-2 句子階段單元二之創作學習單 

接著，進入學習如何學習未來式句型的方法部分時，本課程進度較正式課程

快，因此，研究者以「學習新材料」的方式進行教學，逐步向學生介紹未來式句

子的特色。首先研究者呈現數個未來式句子，讓學生觀察並找出這些句子中有哪

些共同點。例如： 

I will play basketball. 

You will be a driver. 

She will go to the concert. 

He will be a vet. （教 10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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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學生找到這些未來式句子的共同點皆有 will 後，研究者即以關鍵字 will

的辨識法，讓學生就上週描述自己喜好的句子再做延伸。例如：上週的句子為「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本次課程延伸如下： 

 T: 那我們這麼喜歡打籃球，待會下課去打籃球如何？ 

S3: Oh, yes! 

T: 那「我待會要去打籃球」這句話要怎麼用英文表達？ 

Ss: （一片靜默） 

T: （在黑板上寫下「I   play basketball.」），請問你，剛剛我們已經找出未來式的句子裡，

都會有一個字出現…… 

S5: will 

T: 猜猜看，要放哪？（指著黑板上的句子） 

Ss: 放那個很大的空格。 

T: 賓果！就是這樣，念出來吧！ 

Ss: I will play basketball. 

T: 再來一句，誰的句子願意借給老師示範一下？ 

Ss: …… 

（以下過程相同，不再贅述） 

T: 現在把時間交給你，試試看把你的句子改成 I will 開頭。（教 1000408） 

研究者留給學生約 10 分鐘的時間，把上週「I like to…」的句子改寫成「I 

will…」，待學生完成後，配合正式教材，再加入未來選擇何種職業的未來式句型

練習。 

T: 「I like to play basketball.」我很喜歡打籃球，那以後如果像 Michael Jordan 一樣，當個

籃球員如何呢？ 

S3: 好哇！我要當足球員，黃金右腳！ 

T: 既然有同學這麼喜歡 soccer，我們換用 I like to play soccer.好了。來吧，我們來試試看，

「我以後要當足球員」要怎麼用 will 說。 

T: 我 

Ss: I （研究者在黑板寫下 I） 

T: 是以後要當，事情還沒發生，所以是「現在式」還是… 

Ss: 未來啦！ 

T: 所以要用哪個字？ 

Ss: will（研究者在黑板上的 I 後接著寫下 will） 

T: 「當足球員」我們會說「be a soccer player」，（在黑板上的 will 後接著寫下 be a so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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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 

T: I will be a soccer player. Repeat again! 

Ss: I will be a soccer player. （教 1000408） 

研究者再留給學生約 10 分鐘的時間，完成根據自己的喜好，欲從事職業之

未來式句型。但有些職業的說法，尚未在教材中出現，而此部分的教學目標是讓

學生學會如何使用「I will be+職業」的句型，因此學生若不知如何用英文表達想

從事的職業，研究者允許學生以英文加中文的方式練習使用該句型。例如，學生

不會說「美髮師」的英文，他所完成的句子為「I will be a 美髮師.」 

完成 will 句型的學習後，接著進入 be going to 句型的學習。首先，研究者仍

以類似引導學生進入 will 句型的方式，寫下 4~5 個 be going to 句型的未來式句

子，讓學生從中發現另一個未來式句子的關鍵字。同時，也以學生在 will 句型中，

完成的兩個句子，「I will +活動.」和「I will be +職業.」再改寫為 be going to 的句

子，即「I am going to +活動.」和「I am going to be +職業.」。但學生對「be」一

字感到非常陌生，也對不同人稱主詞應配對的 be 動詞不甚熟悉，因此研究者再

將 be 動詞與不同人稱主詞的配對，以表格與例句複習之（如表 4-2-1 所示）。 

T: be going to 的 be 在句子中不能直接使用，要隨句子的變化而有所變化。 

 S1: 聽不懂。 

 T: 簡單的說，你以前學過的，I 什麼 beautiful、I 什麼 a student? 

 Ss: I am 

 T: Good! 所以 I 什麼 going to be a driver.（指著黑板上的 be going to） 

 Ss: I am 

 T: 那 you 呢？ 

 Ss: you are 

 T: he 

 Ss: is 

T: she 

Ss: is 

T: it 

Ss: is （教 10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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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單數 be 動詞表 

 I You he/she/it 

be V am are is 

be going to am going to  are going to  is going to 

(     ) He      be a teacher.  (a)am going to   (b)are going to   (c)is going to  
(     ) She      be a doctor.  (a)am going to   (b)are going to   (c)is going to 
(     ) I       be a lawyer.   (a)am going to   (b)are going to   (c)is going to 
(     ) You     be an engineer. (a)am going to   (b)are going to   (c)is going to 

至此，正式課程中兩個未來式句型皆已完成教學活動，但兩句型間的轉換，

亦為本教材之教學重點。因此研究者另外再以幾題紙本練習，加強學生熟悉此二

句型的使用，並在兩句型中流暢的轉換。練習句如圖 4-2-3 所示。 

 
圖 4-2-3  will 句型與 be going to 句型轉換之練習 

 最後，有關方法的學習部分，研究者為配合正式課程教材，增進學生的字彙

量累積，在句子階段的教學中，仍添加有關「職業」的說法與記憶方式。陳明華

（2007）認為英語字彙，在構詞學中多可透過詞素的拆解，拆出字首、字尾和字

根，學習者若能透過單字的拆解，在學習字彙上將容易許多。而英語字彙中，職

業的說法多與其動詞有關，即動詞加上 er 或 or 的字尾，成為該項活動之職業的

說法。例如，教書的說法是 teach，而教師則為 teacher；開車的說法是 drive，而

司機則為 driver；另外，又例如演戲是 act，而演員則為 actor。研究者透過分離

字尾的方式，協助學生學習職業的說法。 

 前述曾提到，研究者在本單元最後一次課程中，設計創作學習單讓學生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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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階段所學之句型，並在學生完成創作後，依學生意願，進行分組或個別口

說練習，準備本階段結束前的口頭發表。同時，也在階段結束前進行階段省思活

動。研究者在學生口頭發表後，邀請學生在省思活動中一起檢視這四週學習，思

考是否已學會全部的課程內容？四週的學習經驗，是否與以往的經驗有不同的感

受？研究者欲讓學生重新檢視自己的學習中，發現自己進步的軌跡，相信自己有

潛力學習英語，並且在面對困難時有堅持下去的信心。學生的回饋中，另研究者

感到欣慰的是，他們多表示在個別或小組練習口頭發表中，「原本不敢開口，或

不會唸的字，在同學互相幫忙和老師的協助下，大部份都會了」、「以前在班上怕

唸不好會被笑，在這裡沒有人會笑，所以我比較敢說了」（教 1000422）。雖然學

生回饋中顯示小組和個別練習對他們有正面影響，但在全班的發表過程中，學生

卻不斷笑場或有針對特定人的干擾行為發生，使得全班的口頭發表進行的並不順

利，研究者將在下一段落，就本階段所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部分說明之。 

三、 研究者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 

進行句子階段的教學時，研究者在教學中又發現有別於字彙階段的新挑戰：

創作學習單發表成效不彰、個別學生程度落後的問題，均在此階段顯現。研究者

於本段分別說明之。 

（一）創作學習單口頭發表成效不彰 

本單元進行最後的創作學習單發表時，因學生嬉鬧、笑場等狀況，活動成效

不彰，淪於有「笑果」，但無效果的學習活動。而且學生在小組練習中，對同儕

創作內容已非常熟悉，進行全班發表時，而有心不在焉、私底下聊天的狀況發生。 

原先研究者以為讓學生在小組中準備好口頭發表，便可讓學生有把握的上台

開口說英語，但並未思考其他可能發生的狀況。此外，研究者也允許學生，上台

發表亦可請其他同學協助，例如當模特兒。S6 自願第一個口頭發表，並邀請 S4

幫他表演動作，但兩位學生卻都在發表和表演過程中笑場，其他同學無法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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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表演內容。台上演員笑到岔氣，台下觀眾卻一頭霧水。研究者檢討此發表活

動成效不彰的主因，可能來自研究者讓學生在小組或個別練習中，僅就「是否能

流暢說出句子」為驗收標準，至於發表形式、如何發表、甚至是預先表演等，研

究者都未進行事前預演與驗收，而學生除了流暢說出句子外，其表演的構想也都

在上台時刻才「第一次」實現。「發表」是高難度的綜合兼總結性評鑑。「研究者

預想的成效」與「學生所能表現」兩者間有相當距離的落差，又研究者僅就「流

暢的說出句子」進行事前訓練，完全不足以做為兩者間的橋梁。因此，研究者認

為，進行全班發表性的活動時，必須更細緻的規畫事前練習事項，流暢的語言表

達是本活動是否能達到應有成效的必要條件，至於發表形式、如何發表、是否需

要其他同學協助發表等，皆須實際推演過，而不是紙上談兵後，全班發表場合下

才進行第一次預演。否則在笑場等干擾因素下的活動，不僅無助於有效的學習，

更淪為無效且浪費時間的教學活動。 

另一方面，研究者允許學生自由組成小組的方式練習口頭發表。學生的確在

小組中完成有效的練習，每位學生多能流暢的說出學習單上的句子。但學生卻在

全班發表時，顯得相當不耐煩，且開始私下聊天和吃零食，其言談與課程內容毫

無關係。研究者上前提醒時，學生表示「他的東西我都知道了啊」（教 1000422）。

小組練習雖能讓學生在同儕間獲得正向回饋，但也由於學生在小組練習時，對同

儕的創作內容皆已熟悉，降低他們對全班發表的興趣。研究者認為，除了再行設

計全班發表時的配套活動（例如：同儕互評），增進學生觀賞已熟悉表演內容的

動機外，更需要讓學生學會當一個有品質且高水準的觀眾。然而，令研究者感到

困擾的是，研究者雖相當認同良好生活教育對整體學習的正面影響，但在英語激

勵班有限的時間裡，研究者是否仍需在此生活教育處著墨？研究者清楚的知道，

生活教育與學科學習不能一分為二，更不可撇清責任的認為英語課只教英文即可；

但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研究者亦難以抉擇兩者的輕重緩急。研究者最後雖仍以

英語活動進行為主，僅簡短口頭向學生說明當一個優質觀眾的道理，但此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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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應仍有許多可改善的空間。 

（二）學生落後程度過大，仍無法適應小團體教學 

本單元中，研究者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學生落後程度差異太大。希望國小開

設的激勵班乃為協助低成就生學習，班級人數以六至十人為限。若以 three-tired

的概念來看（Rathvon, 2008），激勵班的補救教學應屬 tier 2 之層級，以小團體

教學處理低成就學生的問題。但該班六位學生中，雖皆為原班級中的低成就生，

卻有一位學生的程度遠落後於其他五位學生。研究者最初除了以希望理論、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為設計本程之理論基礎，同時也以補救教學中 three-tiered

的概念，規劃以小團體方式進行教學活動。然而，進行本階段課程時，學生 S4

明顯跟不上小團體的學習，需要研究者隨時在身邊輔以個別指導，才能勉強跟上

小團體進度。研究者觀察 S4 的上課狀況並重新分析其前測英語學習結果，發現

他的程度和學習步調仍落後該團體太多，若能進行個別教學，在幫助他學習上應

該較小團體方式有成效。 

但為顧及其他五位學生，其落後程度並未達需全數進行個別教學，且有限的

上課時間下，亦不允許研究者皆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個別教學。因此研究者乃採

折衷方式，將每次上課分為前半段與後半段。前半段仍以小團體方式進行，後半

段則進行個別指導，依據學生程度與狀況，指派不同的學習任務，待每位學生完

成自己的學習任務時，研究者有機會對特別落後學生進行指導，同時，對其他五

位學生亦能就其學習任務完成的狀況，給予個別修正和加強。而研究者雖未再對

S4 施予任何評估測驗，但就觀察其在小團體的學習成效，該生在個別教學中的適

應狀況相對改善許多。 

此上課方式的修正，不僅能去除小團體等待少數一、兩位學生學習的厭煩，

降低學習速度較慢學生的壓力，同時也兼顧每位學生的個別需求：學習速度快者，

研究者可再給予更具難度的材料；而速度慢者，則確實的將目前材料學習好。本

階段上課方式修正後，學生一直維持不錯的回饋。但也在時間的切割下，又更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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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與學生討論的時間，尤其是意志力的討論部分，便在此狀況下再被犧牲。小團

體上課與個別指導合併使用的方式，雖能適應眼前的問題；然而，研究者卻也因

此而再次捨棄一些培養意志力的機會。此問題在字彙階段和句子階段皆未徹底解

決，是否能在下一個閱讀階段中解決，值得拭目以待。 

（三）本階段省思札記經改善後進行順利，但意志力面向的省思仍有改善的空間 

經字彙階段省思活動呈現的結果，研究者修改階段省思札記的問題陳述，並

在課程中加入「為自己評分」兩方面的修正後，句子階段的省思活動，學生狀況

進步許多。目標與方法面向的省思均無大礙，但在意志力面向的省思，學生亦有

表示不知道該如何填寫的狀況。因此研究者於學生填寫省思札記中，依個別問題

提供合適的引導，協助完成本階段省思。研究者猜測，研究者雖已修改省思問題

的陳述，並已解決學生理解之障礙，但意志力面向省思的困難仍未解決，可能並

未在課程中學會如何進行此面向的自我評估。因此，研究者亦將於下一階段─閱

讀階段中，更著重意志力面向的討論。 

簡言之，兩個單元的教學活動中，研究者除了因應教學中所面臨的問題而有

所省思成長外，在班級中處理有關學生的問題亦讓研究者獲得不少成長的機會。

下一段落研究者就自己在本階段的成長說明之。 

參、 本階段研究者的成長 

正向思考帶來希望，而希望感帶來勇氣。研究者雖在課程進行中頻頻面臨困

難，但每次課程結束的省思和正向思維得重新詮釋，皆為自己帶來繼續向前邁進

的勇氣。除了教學技術的精進、教學經驗的累積，更重要的是教學心態的再調整。

進行希望感融入課程的教學，研究者扮演著不僅有「教」的角色，更有「學」的

身分隱涵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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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機即轉機，正向看待師生衝突事件 

激勵班中雖只有 6 位學生，但學生各有特色，因此在處理學生問題時，正視

學生的個別差異是不可或缺的。S1是個情緒波動幅度很大的孩子，他雖然不太說

話，但情緒反應、喜怒哀樂都在其行為舉止中表露無遺。他曾在本階段課堂中，

因研究者要求說明遲到和作業未完成的原因，以及研究者要求修改學習單等事件

而情緒失控，暴怒並拒絕再次進入教室上課。其失控樣貌，已達影響全班學習的

程度。而 S6 常在本階段課堂中做無關上課及不合宜的行為或言論發表，引發全

班怨懟。研究者在予以制止後，亦有幾次發生學生憤怒等情緒爆發的狀況。 

研究者雖盡可能私下處理學生個別問題，但有關全班性的議題，例如：遲到、

課堂合宜的言論與行為舉止等，研究者便藉此機會向全班再次說明並約束其守時

與顧慮他人感受的必要性。研究者可能在向全班說明時，表達較為直接；或者學

生過度解讀研究者的話語，誤以為該言論乃針對自己而來，心生羞愧而憤怒以對。

與學生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是提升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雖與學生在課程中

的互動有所衝突，但危機亦為轉機。研究者若能積極因應，亦能使衝突轉變為增

進師生彼此更深層認識的機會。研究者遂在課堂中，以不影響全班學習為前提，

低調並漠視個別學生高漲的負向情緒，待其冷靜後，利用下課時間或課後再以電

話聯繫溝通之。學生憤怒的表面下，其實隱涵更多意義：他們需要被關心、被理

解，因此研究者與爆怒學生下課或課後的溝通，多能獲得正面成效。 

而在這些教室事件的處理中，也讓研究者對處理學生問題有更深的感受。曾

在研究所修課中，討論過如何在班級中討論個人問題，但又不使個人有難堪或威

脅感。最可能的做法就是提升討論議題的層次，將個人行為失當的單一事件，轉

化為可供全班討論的議題。而研究者面對學生的遲到、言行失當等問題，除了私

下處理，亦可提升討論層次，藉此再次約束全班遵守共同形成的教室規則。此外，

研究者雖嘗試使用「我訊息」的方式，向學生傳遞教師期望。但如果研究者先以

「『老師』為遲到事件的主角，學生討論對該事件的感受」，待學生進行同理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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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達後，再將角色對調，表明研究者的立場和期待，應較為妥適。 

二、了解學校行政事務，增進教學變通能力 

研究者以兼任教師身分進入該場域擔任六年級英語激勵班教師，又僅於激勵

班上課時間才會到學校，平日與學校行政團隊除了透過電子郵件傳遞公文書或相

關重要訊息，與學校接觸有限。研究者對學校的活動行程並不甚了解，因此在本

階段中，時有令研究者感到措手不及的事件發生。例如：學校安排全校性校外教

學活動，但研究者事先並不知情，待學生帶著較往日更疲憊的神情走進教室，且

未攜帶任何學用品時，研究者才從學生口中得知，他們剛結束一整天的校外教學

活動。 

為彌補擔任兼任教師對學校行政較陌生的限制，研究者向學校索取本學期行

事曆，研究者大至可從行事曆中得知學校例行性的活動。此外，研究者亦善用該

校網頁，取得學校最新活動資訊。不僅如此，研究者也把握與學生互動機會，詢

問他們下週或近期將舉辦的活動、行程等，讓研究者能在做課程細部規畫時，將

學生參與學校活動後的體力、精神等狀況納入考量。除了上述主動從各種資源中

取得學校行政相關資訊，研究者認為教師也應培養「一種教材，多種方法」的應

變能力。但此想法並未在研究者的課程準備中具體實現，原因有二。首先，研究

者雖擁有「一種教材，兩種方法」的能力，一為現行的方式，另一則為傳統遊戲

式的教學，但後者已偏離本課程以希望感為理論依據的教學，並不適用於此課程。

其次是為不使本教學再度重回傳統式的補救方法，研究者需要一週的時間準備一

次的教學活動，且須經多次考量再反覆修正，才得以成形。就時間而言，並不允

許研究者規畫兩種以上符合本研究理念的教學方法。因此，研究者在規畫教學活

動的彈性和應變上，仍有再進步的空間。 

三、老師也需要希望感，更需要正向思考 

研究者在此階段過程中，除了有面對學科知識教學困難需突破的壓力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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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有處理學生問題後挫折心情的調適。個體對事件的正負向解讀，與個體覺察

壓力的強弱感有直接相關。即若教學者多將學生的情緒爆發做負向解讀，認為「學

生是來亂的」、「學生很頑固」、「學生很討厭」等，則教師在處理學生問題便會感

受到更強烈的壓力與厭惡感。但教學者若能對學生事件做正向解讀，認為學生的

情緒失控只是未習得合宜的表達方式，這也就意味著此問題將會因學生學會情緒

管理後而解決。當教學者以較樂觀的心情面對問題時，壓力感與不耐感自然降低，

許多問題也自然迎刃而解。在本階段教學結束時，研究者深深體悟到：進行希望

感教學的同時，研究者亦須要時時維持高度希望感，正向解讀學生各類反應，積

極找尋各種解決策略，否則一味以負向情感詮釋學生行為，也會讓教師成為消滅

學生希望感的頭號殺手。 

除了正向解讀學生事件外，教學者的情緒管理也在教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教師必須隨時監控自己的情緒是否處於平穩的狀態，應避免教室突發事件或學生

狀況不佳而有過度的情緒波動，因為教學者的言行舉止不僅是學生楷模的學習對

象，也更可能在教學互動中形成潛在課程，無形且深遠的影響學生。而教學中難

免有負向情緒的發生，但研究者發現，「當下的情緒，當天處理完畢」，才有可能

心平氣和的繼續準備下週課程。而且，教學者於課後謹慎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

重新思考負向情緒的發生原因，亦有助於自己面對下週課程時的情緒歸零，以最

有朝氣的熱情面對挑戰。 

總而言之，進行希望感融入英語學科的補救教學中，除了提升學生的希望感，

教學者的希望感亦不可忽視。研究者在面對挑戰中，亦以 Snyder 希望理論的三

元素：目標、方法和意志力為解決問題的思考路徑。「我的目標是什麼」、「我用

對方法了嗎」、「我該如何重新思考並解讀事件的原因」、「我相信問題可以解決，

相信學生可以被我收服」……，思考以三元素所發展的具體問題下，配合正向思

考與、同儕協助與增進教學知能，研究者的希望感也在多次的淬煉中更成長茁

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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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節所述，句子階段在 2 個單元規畫中完成。課程中除了以希望理論為

架構，協助學生以正向的態度和有效的方法學習英語外，研究者也在教學中，獲

得更多處理學生事件、適應學校行程與心態調整的經驗。完成句子階段後，課程

即進入最後的閱讀階段，研究者也帶著前二階段的成長，繼續往下一階段前進。 

 

第三節 閱讀階段（2011.05.06~2011.05.20） 

閱讀階段為本教學方案最後一階段，綜合字彙、句子階段所學，培養學生從

短篇文字中獲得訊息的能力，達到語言學習的溝通目的。研究者於本階段中設計

三個單元，微幅改寫正式教材（康軒版 Hello, Darbie!第十冊）短篇閱讀內容，使

文章脈絡更符合學生生活經驗，做為本階段之教材。本階段共以 3 次 6 節課的時

間進行，每次進行一個單元。以下就研究者在各單元中，引導學生設定之目標、

課堂教學流程與研究者的省思做說明，最後以研究者在本階段的成長做總結。 

單元一：I don’t want to do my homework. 

一、 單元目標 

（一）希望感：主要為協助學生確立學習英語短文閱讀之目標。 

（二）英語學習：讓學生了解閱讀階段學習的意義，以及與前兩階段學習內容的

關聯性，進而能透過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的「複習、連結先前已知的知

識」，學習新知識，達到「主動安排並計畫學習」的目標。 

二、 進行方式 

首先，研究者進入單元一課程的首要目標為：讓學生了解學習「閱讀」（reading）

的意義與實用性。研究者邀請學生思考，「什麼是閱讀？」學生集思廣益後，研

究者大致歸納這樣的結果：「閱讀乃透過文字、圖片等平面媒介，了解他人欲傳



118 
 

遞的訊息。但文字在閱讀中的使用，則隨年紀的增長而更占有一席地位。」接著，

研究者為了讓學生了解閱讀階段與前兩階段的關聯性，繼續引導學生接續上述討

論結果。研究者以相機、MP4 說明書為教具，讓學生了解單字、片語或單一句

子無法完全勝任傳遞訊息的角色，因此需要透過數個複雜句子，構成文字段落，

才能有效達到傳遞訊息的功能。因此，學生在經過字彙、句子階段的學習後，最

重要的仍是要有閱讀段落文字的能力，才能真正達到溝通的目的；而前面的兩階

段字彙和句子的學習，都只是在幫助學習者建立閱讀能力的基礎和背景知識而

已。 

雖然字彙和句子是閱讀短篇文章的基礎，但在閱讀中，閱讀者不可能在熟悉

每個單字和句子的情況下才進行閱讀，因此必須善用閱讀技巧，以有限的知識和

線索，獲取更多的資訊。此閱讀技巧即為「猜測」。Brown（2000）指出，冒險

精神是成功學習第二語言的重要特色。但他所謂的猜測，即如 Rubin 和 Thompson

認為的「合理」的推測（引自 Brown, 2000），以 Oxford 的分類即為補償策略中

的智慧性猜測。 

研究者與學生接觸中發現，學生在過去的經驗中，容易因數個單字看不懂，

便認為全部都看不懂，在「看不懂」的恐懼下，很快就放棄閱讀，不再繼續探索。

也因此，研究者在協助學生設定目標時，更特別強調閱讀的「猜測」策略。此策

略的引導，不僅讓學生學會一項閱讀策略，亦讓學生在實際操作中，改變對閱讀

過度負向的思維。 

研究者首先以 google 翻譯軟體，將本單元的閱讀材料以日文、簡體中文呈現，

讓學生在繁體中文的背景知識下，猜測兩段文字要傳遞的意思。學生雖不懂日文，

簡體中文也閱讀得相當吃力，但終究能在有限的繁體中文線索下，猜出兩段文字

大概的意思。研究者藉此讓學生了解，學習英語閱讀亦如此：雖不見得每個字都

了解，但依然可透過有限線索的猜測而了解文章意義。至此，學生了解進入閱讀

階段的意義與學習猜測閱讀技巧的功能，也漸漸對「看不懂，即不能閱讀」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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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稍有改觀。目標設定完成後，研究者繼續引導學生正式進入閱讀策略的學習。 

 接著，進入猜測技巧的學習時，研究者為了不使學生剛進入閱讀階段，即遇

到太大的挫折感，因此先將背景知識的單字以 power point（以下簡稱 ppt）呈現。

接著，研究者留待約 5 分鐘的時間，讓學生「瀏覽」一次本單元閱讀材料與研究

者設計的問題學習單，並請學生「標記」自己的問題。若學生的問題與學習單雷

同者，學生僅需在學習單上做標記即可；若無則以文字詳細描述自己的問題。研

究者設計之問題學習單，乃根據即將呈現的 ppt 和閱讀材料而設計，讓學生在思

考中，養成找答案與隨時做筆記的好習慣。研究者在本階段中，課堂所選用的閱

讀材料皆利用 ppt，以「一句一圖」並配合動畫設計呈現，一步步引導學生從過

去經驗和文章線索中了解各句子的意義，配合問題學習單的提問，填寫完畢即完

成「問題解決」。 

ppt 播放結束，完成問題解決後，研究者接著邀請學生將問題學習單所填寫

的答案，與閱讀材料做對照後「再閱讀」，將兩者類似或相同的句子以螢光筆在

閱讀材料上做標記；再次檢視第一次瀏覽時看不懂的地方，第二次閱讀時是否能

了解。待學生完成這些活動後，研究者再以歸納的方式，重新向學生說明研究者

如何透過每個活動，引導他們學習「猜測」的技巧：瀏覽、標記（記下自己的問

題與問題學習單的提示）、問題解決（回答問題學習單和自己的問題）、再閱讀。

但此技巧的學習，學生雖能在研究者的引導下逐步完成，但仍未能獨立使用，研

究者在後續兩個單元仍繼續依此步驟，讓學生更熟悉此技巧的運用方式。 

本單元的意志力討論部分，研究者則藉閱讀段落的內容「Mom asks me to do 

my homework. I really don’t want to do it」，延伸和學生討論「很不想讀書、寫作

業，大人們卻不斷要求去把作業做好、把書複習好」時，內心的感受以及如何在

低落的情緒中再次激勵自己。學生常對學校作業感到厭煩，也經常抱持「寫完就

好」的態度，並不在乎是否已透過作業完成複習或已精熟學校所學。而家長經常

看到的是「考試分數低落」的結果，認為學生沒有把課業複習好，也僅要求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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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複習」。學生無法從「再去複習」的行動中獲得有效複習的方法，以及再

檢視自我學習成果的後設認知，結果考試分數依然低落，上課依然聽不懂，也因

而對「複習」感到厭煩，索性乾脆不複習。 

研究者在此議題討論中，了解學生的感受外，也以「負責任」的態度和「分

段完成」的方法提升其意志力。負責任是讓學生了解，每個人在各階段都有應完

成的任務，若能完成則能順利進入下一階段，接受新的挑戰；相對的，該階段未

完成的任務，將延續至下一階段，使下一階段的任務更為艱鉅。責任就是遇到困

難找方法克服，而不是敷衍了事或逃避面對。分段完成，則是讓學生接受自己「厭

煩」、「討厭」、「不想做」的負面情緒，並了解自己有宣洩負向情緒的管道。分段

完成讓自己可以在疲累、厭倦時，明確告訴自己與他人，需要休息、喘息的機會，

並明確訂定再進入下一階段的時間，確實以分段方式，完成應盡的責任。 

三、 研究者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 

本單元教學中，有關學科知識學習部分，研究者評估成效後認為，除了意志

力的討論仍稍嫌薄弱，且深度不足外，目標之設定、方法面向之學習效果還不錯，

研究者並未在此遇到特別棘手的問題。但嚴重落後學生的學習適應，以及個別學

生頻頻上演拗脾氣的教室事件，研究者疲於處理個別學生問題時，亦不斷考驗著

研究者對學生和教學的希望感。 

（一）意志力的討論不盡深入，有如隔靴搔癢 

有鑑於前兩階段教學中，培養意志力的教學瓶頸一直存在，常因時間有限的

情況下被犧牲，因此研究者在此階段中，特別在意志力面向上著墨。研究者完成

本階段的目標設定和閱讀技巧後，順利保留充足的時間進入意志力的討論。研究

者在意志力面向的討論，除了讓學生看見自己容易在遭遇困難時即放棄，並討論

如何克服不耐煩等負向情緒的處理外，仍多停留在消極面的處理情緒部分著墨，

至於如何再次激發其動機，以建設性行動解決學習問題，卻一直未深入觸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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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於研究者重新檢視此部分的教學時，覺得像是隔靴搔癢，似乎僅在意志力的表

層遊走，想更深入探討，卻又不知從何著手，便一直以類似的問題重覆討論，討

論的深度有限，學生從討論中獲得的成長亦必然很有限。 

因此，研究者開始思考，這樣為了討論而討論的規畫，是否稍嫌牽強？而且，

進入一個新的學習階段，學生在課堂中未顯露出不耐，也尚未遭遇困難即攤手放

棄的狀況發生，研究者在學生學習還算順利的單元中，進行與學生當下感受不符

的討論，似乎稍嫌多餘且詭異。若能把握學生不耐或輕易放棄狀況發生時，再行

討論，是否較為適當？但是，意志力的培養似乎又不能等待缺乏時再來提升，那

又需在何時進行？教學者能否掌握時機，把握隨處可討論的機會。例如在句子階

段進行現在式與未來式的句型學習時，便可討論對未來的夢想、如何實現，以及

遇到可能的困難將如何面對等。又例如學生課堂中因學習困難而情緒失控等狀況，

亦皆可以為討論的切入點。 

然而，研究者雖在過程中，不斷感受到引導意志力討論的挑戰，對每次的討

論結果也不甚滿意。但研究者卻也漸漸發現，進行個別指導時，S1、S2、S5、S6

的意志力似乎有微幅進步的傾向。相較於以往面對挑戰即放棄（S2、S5）或憤怒

（S1、S6），他們也漸漸能在研究者的陪伴和指導下，面對學習的問題並學習合

宜的情緒表達。研究者漸漸發現，意志力的培養在無形的身教下，學生逐漸習慣

教學者的風格後，似乎也漸能學習以「問題解決」的思維面對困難。 

總而言之，研究者在本單元的討論中，感到相當生澀與尷尬，也漸漸感受到

自己在提升學生意志力面向上的貧乏。而前兩階段的課程中，研究者頻頻抱怨時

間有限又要處理教室突發狀況，以至於犧牲了提升意志力的教學時間。當研究者

在此單元進行省思時，再次檢視前兩階段所做的選擇，似乎不只是時間壓力下的

抉擇，更是研究者對自己提升學生意志力也沒有十足把握的寫照。然而，過程中

學生給予的回饋，也更讓研究者確定，並非只有「刻意」、「有形」的教學才能對

學生有所影響；無形的言談方式、態度等，也形成潛在課程不著痕跡的影響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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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學習。因此，意志力的提升除了透過有形小團體的討論，教學者或許更需把

握無形的身教，透過平日協助學生面對困難的態度中，傳遞以正向語言和自己對

話、幽默面對、享受追求目標的過程、尊重自己的選擇等具體做法（Snyder, 2000），

提升學習者的意志力。 

（二）折衷式的教學漸未能因應嚴重落後生的學習 

前階段教學中，研究者為因應程度嚴重落後學生的適應，乃根據 Rathvon

（2008）整理 three-tiered 的概念，採折衷式之教學因應之，即前半段為小團體上

課，後半段為個別指導時間，並在個別指導中加強小團體課程落後的部分。此因

應方式在前階段成效不錯，但在本階段中，卻發現漸不敷使用。隨著階段學習內

容更具深度，S4 學習落後的狀況，在本階段更趨明顯。雖研究者仍延續上一階段

調整後的折衷方式上課，然而，進入閱讀階段後，這樣的協助卻非常有限。因為

該生在字彙階段的自然發音不精熟，字彙記憶仍不熟練，文法和句型的使用亦如

此；而閱讀能力須以字彙、文法和句型為基礎，該生在前兩階段學習均未精熟情

況下，進入閱讀階段的學習成果著實令研究者堪憂。研究者深感無力的是，雖盡

可能以課後及個別指導時間進行基礎字彙、文法和句型部分的加強，但課堂時間

內能指導的份量卻相當有限；而研究者雖亦叮嚀學生務必於課後練習，但該生總

因需要幫忙家務等原因，回家複習效果也相當有限。此外，研究者亦於每週三或

週四晚上八點至九點間與學生電話聯繫，關心其複習狀況與協助解決問題，但因

已於晚間，研究者擔心耽誤其家人休息時間，因此僅就學生提問予以協助，盡量

簡短電話聯繫的時間。然而，學生未提問部分不代表沒有問題，而研究者亦無法

在電話中，將教材做逐字逐句的檢核，因此，研究者在此處能給予學生的協助亦

相當有限。 

進入閱讀階段後，研究者對於所能給予該生的協助漸漸有限，亦感到焦慮。

但在課程進行中，研究者無暇再另闢時間為該生進行個別指導。美國教育科學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IES）於 2009 年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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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認為三級閱讀介入模式可有效提升學習者的閱讀能力（Gersten, R. et al., 

2008）。三級閱讀介入模式將學生分為第一級（tier 1）、第二級（tier 2）與第三

級（tier 3）：第一級的教學對象為全班學生，第二級之對象則為班級中學習落後

的學生，在每週三至五次的小團體教學，仍無顯著進步時，將可進入個別教學的

第三級。研究者認為借取國外的經驗，或許可為因應此問題的思考方向。因此，

研究者面臨 S4 在小團體學習仍感到適應困難上，若能說服行政團隊對該生採取

個別輔導，進行一對一補救教學，或許能更有效的提升補救教學成效。 

（三）學生情緒管理失當，干擾全班學習 

前階段曾提及班上 S1 與 S6 兩位學生在教室上演暴怒的失控畫面。進行本單

元課程時，兩位學生亦再度發生暴怒的狀況。S1 暴怒起因於研究者勸導該生不要

一心二用，一邊上課一邊寫班級指派的回家作業。研究者發現 S1 在課程討論中，

也同時在書寫回家作業時，先走到他身邊，以肢體語言暗示，請他把作業收進書

包；但待研究者離開後，該生又再度拿出來寫，研究者亦再度走回其身邊，將該

生桌上的作業輕輕拿起，收進他的抽屜中。S1 於是暴怒，立即收拾書包，移動至

教室最角落的座位，拒絕參與課程活動。而 S6 則因為營養午餐菜色不佳，不符

合其胃口而未用餐，導致下午因過度飢餓而憤怒，又研究者未准許學生於中堂休

息時間擅自離校用餐，而使該生更為憤怒。 

研究者在課堂進行中，以不影響全班學習的方式低調處理之，留待中堂下課

及放學後再處理。S1 於放學時，仍繼續在寫回家作業，研究者正等待他寫到一個

段落，想與他好好談談課堂發生的事件時，他突然抬起頭，問研究者作業中的一

題數學該如何解題，在協助他完成解題後，研究者詢問他是否知道上課中這樣的

情緒表現並不適當，他怯怯的點頭後，又問：「老師，我的作業（指該課堂練習）

可以回家再寫嗎？那要寫什麼？」（教 1000506）。他的反應令研究者感到不可思

議，相較於先前課程，不論是小拗脾氣或嚴重暴怒，他總是立刻拋下必須完成的

任務，任由情緒擺佈，也未在事後試圖補救未完成的學習任務；然而，該單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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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S1 雖又再度發生暴怒事件，但該生在情緒緩和後，與研究者對談中也嘗試

欲完成原本課堂應完成的任務。S1 的態度轉變，著實令研究者感到欣慰。研究者

與該生經半學期的磨合中，研究者屢次與 S1 在他的憤怒中拔河，除了理解他的

憤怒，亦需讓他明白何為適當的情緒表達，以及需為自己的學習任務負責任。研

究者在多次的磨合中，持續一段時間並未見其行為改變，直到此次事件，才明顯

看見其態度軟化。研究者看見該生轉變的一瞬間，亦有所感觸：改變態度的教學

無法要求立竿見影的效果，但若堅持下去，效果也將慢慢呈現。希望理論的意志

力，指的應該就是這種堅持的信念吧！ 

而處理 S6 時，研究者隨手將當天早上放在包包裡來不及吃的麵包取出，拿

給飢餓的 S6 充飢。待 S6 邊吃時，與他聊聊暴怒的行為表現，與因營養午餐菜色

不佳而不吃午餐的後果。學生在獲得生理需求滿足後，情緒漸趨和緩，也能與研

究者心平氣和的溝通。研究者在告知其課堂中的不當情緒宣洩後，同時亦詢問是

否願意將今天的課堂練習拿回家當作業完成，而該生也欣然接受研究者的建議。 

處理兩位學生的情緒後，研究者重新檢視當天的處理過程。與學生溝通過程

中，切忌命令式語氣，而需以邀請或詢問的態度，研究者相當理解學生有被尊重

的需要，尤其在憤怒情緒下，更無法接受命令式的專制口吻。而課堂中，研究者

採取暫時忽視的態度，避免影響全班學習，留待下課再行處理。然而，研究者卻

也發現其他學生正在「觀察」研究者將如何處理這些教室事件，S3 在研究者努力

維持的活動中，不斷詢問：「老師，他怎麼辦？」，以及告知研究者他們的狀況：

「老師，他把腳翹到桌子上耶」（教 1000506）。研究者雖深知，若未在其他學生

面前做嚴格且有效的處理，可能將引發日後更多的類似事件；然而，研究者亦不

想因小失大：因學生個人的憤怒，影響其他學生與研究者上課的情緒。但秉持這

樣的選擇，的確也付出代價。研究者與 S6 談論課堂暴怒行為是否適當時，他卻

語出驚人的說：「S1 都可以，為什麼我不行？」（教 1000506）研究者雖在此狀況

中做了明確的選擇，但與學生對談中發現此選擇的代價時，研究者對未來類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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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處理，將做哪種選擇，也感到猶豫、困惑且徬徨了。 

此外，學生在課堂中一心二用的狀況，研究者認為學生的選擇行為應來自於

他們對事件的高度價值感，認為一邊上課一邊寫作業，可以節省時間，回家後便

可以立刻打電動。在這個價值感下，他們設定「回家前完成回家作業」的目標後，

選擇自認為有效率的「一心二用」方式達成目標。以 Snyder 希望理論而言，學

生在完成班級指派的回家作業上，抱持高度的希望感；然而，學生所使用的方式，

並非真的有效率。研究者頗好奇的翻了學生的作業本，看見數學計算錯誤百出、

應用問題審題錯誤、國語生字練習本字跡草率等；而抽問其有關上課的教材內容，

亦不知如何回應。上述跡象顯示，一心二用的方式完全沒有學習效果，不僅未能

有效達成目標：有品質的完成作業，並透過回家作業精熟上課所學，也未能把握

該課堂的學習機會。研究者在禁止學生上課寫作業、重申教室規則時，也應更積

極向學生分析其選用方法與達成目標間的矛盾。讓學生以更理性的判斷，選擇達

成目標的方法。 

簡言之，研究者設計之教學方案進行至此，根據學生課堂的參與和回饋顯示，

在目標設定與方法面向的學習成效尚佳，但在意志力的培養上則稍嫌薄弱，仍有

再進步的空間。而課程中併用小團體與個別的折衷式教學，漸無法有效因應嚴重

落後的學習時，縱使非為正式課程，仍應積極尋求行政單位的協助。此外，良好

學習情境是有效學習的重要條件之一，教學者需有效處理個別學生的問題，避免

負向漣漪效應。單元一結束後，研究者帶著在該單元的收獲，繼續陪伴學生學習。 

單元二：Andy likes Helen very much. 

一、 單元目標 

（一）希望感：主要為協助學生學習「猜測」的閱讀方法，透過有限線索猜測文

字傳遞之訊息。 

（二）英語學習：協助學生學習以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的跨語言對比分析、智



126 
 

慧性猜測，學習猜測的閱讀技巧。 

二、 進行方式 

本單元的進行，目標延續單元一而來，因此研究者未再就目標設定處著墨。

而方法的學習，亦繼續上一單元的方式進行。研究者首先就背景知識的字彙和片

語先行複習和介紹，接著以 ppt和問題學習單引導學生使用猜測的方法進行閱讀，

配合四步驟閱讀策略：瀏覽、標記、問題解決和再閱讀，讓學生熟悉閱讀該策略

的使用。 

而意志力的培養部分，則由閱讀材料「He doesn’t want to be a vet. He’s afraid 

of blood.」延伸出討論的議題：「面對自己害怕或討厭的學科（例如英語）時，

你將選擇如何面對？」據前幾週上課觀察，研究者發現學生對類似的問題，有以

正向態度回答的傾向，但實際行動卻未必與正向的回答態度相符。研究者預測學

生在此次的討論可能亦發生類似狀況，因此研究者再設計四個問題的學習單，引

導學生思考。首先為「Face it?」，即是否面對自己害怕（或討厭）的英語學科？

學生僅需回答 yes 或 no；第二個問題接續前者而來，為「How do I face it?」，將

如何面對它呢？逃避、忽視、積極因應或者其他等？第三個問題則再根據第二個

問題而來，「How do I feel?」，學生做了因應的選擇後，自己將會有什麼感受？學

習單如圖 4-3-1 所示。接著，研究者再依據學生完成的學習單，將全班學生的回

饋再加上研究者補充，整理成如圖 4-3-2 的選擇路徑圖。 

選擇路徑圖大抵可依是否面對問題分成兩向度討論：願意面對者，不論使用

何種方式面對，若英語成就進步了，感受當然是正向的；而就算英語成就進步有

限，也較能問心無愧的對自己負責。相對的，不願意面對者，不論採取放棄、暫

時忽視等因應方式，將皆獲得懊悔、更痛苦等負向的感受。透過是否選擇面對與

預期選擇後感受的活動思考，讓學生更了解正負向的學習感受，皆操之在己；同

時，也讓學生在選擇路徑圖的分析下，未來選擇以何種態度面對學習的困難時，

能以更成熟的態度思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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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閱讀階段單元二之意志力學習單 

 
圖 4-3-2 選擇路徑圖 

三、研究者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 

研究者在本單元教學中，發現學生對有關態度的回應，漸能以較積極的態度

回應之，但學生所呈現的實際行為，卻未盡相符；而如何處理學生衝突，避免扮

演公正裁判角色的教師無意間參與雙方的對峙，都是本單元中，研究者面臨的挑

戰。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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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的「態度知識」與「態度行為」未相吻合 

本教學方案進行至此，即將接近尾聲。學生已非常熟悉研究者在本課程中欲

傳遞「正向」態度、積極行為的觀點。因此在很多討論及師生對談中，研究者發

現，學生的回應與看法漸趨符合研究者所期待。然而，學生的實際行為表現，卻

未與他們的認知完全吻合。亦即，學生雖有正向思考的認知，但面對困難時依然

容易因無法解決困難而放棄。學生在情意態度面向的學習結果，一如前階段所言，

僅達「價值判斷」與「組織」的程度，但未達最高層次的「性格化」並具體實踐

於生活中。因此進行情意態度的教學時，教學者仍需就學生已習得的「態度知識」，

再次「複習」，時時關注、提醒，並鼓勵學生活用「知識」於實際情境中，使之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二）教師未能妥適處理學生衝突 

本階段研究者皆以 ppt 呈現教材，且在課堂中學生 S6 總是自告奮勇，願意協

助研究者操作 ppt，而研究者亦欣然接受。據上週觀察 S6 協助操作電腦的狀況，

其上課專注的程度遠較先前課堂高，而且也對課程更為投入，因此當 S6 再次向

研究者表示自願協助操作電腦時，研究者亦欣然同意。然而，學生卻在本次操作

中，不斷自行添加旁白，引發民怨且干擾課程。例如研究者請學生「按一下」，

學生未立刻按一下，卻先添加旁白：「正確答案三秒後公佈。三、二、一，按！」，

而後才按一下（教 1000513）。研究者以 ppt 呈現教材，乃欲透過研究者口頭提問

並配合 ppt 圖片與動畫呈現，引導學生思考，並透過已事先設計的 ppt 動畫，與

學生的思考做立即的回應。班上學生投入於教師引導的情境中，自然迫切想知道

答案是否正確，亦無法等待 S6 擅自添加旁白，徒增等待時間，而向研究者告狀：

「老師，不要再給 S6 按了啦，他真的很討厭耶！」（教 1000513）。研究者乃立即

收回 S6 手中的簡報筆，自行操作並繼續課程，而 S6 也立即顯露不悅與意興闌珊

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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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重新思考後，認為此事件研究者應可避免的。若能在學生自願擔任小

幫手時，即應明確告知學生操作時應遵守之事項。此外，研究者處理此事件，亦

可有更好的處理方式。學生自行添加旁白與其他同學怨懟的反應，教師若能正面

解讀為該生對 ppt 內容相當投入，以更具建設性的方式回應其他學生，不僅能緩

和學生認定 S6 是製造教室混亂的禍源，亦能消減雙方衝突高漲的情緒。教師在

處理學生互動的衝突中，最忌諱扮演公正裁判角色的教師加入任一方陣營。而研

究者在事件發生當下，立即取回簡報筆，即意味著研究者認同其他學生的告狀，

而也不自覺中落入學生的衝突中，更擴大雙方的衝突，因而更影響學生上課的情

緒。 

綜合言之，態度、信念由長時間逐漸形成，因此亦無法期待短暫、單次的教

學呈現，即能讓學生有「立即」的改變與知行合一的效果。教學者需反覆的強調，

協助學生達到最高層次的情意面學習。而教室衝突事件在校園中是不可避免的，

但衝突亦未必是教學的危機，教學者若能化危機為轉機，衝突事件亦可為寶貴的

學習機會。本階段完成後，研究者將進入本階段最後一個單元。研究者以歌手

Selina 赴上海拍片意外的時事，與學生分享何謂「希望感」。 

參、單元三：I want to be like Selina.  

一、 單元目標 

（一）希望感：主要為透過正向時事人物，呈現積極面對困難的楷模，培養習者

面對學習困難的意志力。 

（二）英語學習：透過學習單與活動討論，讓學生學習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的

「評估學習」、「鼓勵自己」與「量計自己的情緒溫度」，了解自己學習成

長的軌跡，並能激發繼續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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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行方式 

本單元的目標和方法，仍延續前面兩個單元，進行方式與前兩個單元大致相

同。進入本階段最後一單元，研究者著重於意志力面向的討論。研究者以時事改

寫正式課程教材，形成本單元的閱讀材料。研究者以歌手 Selina 赴上海拍戲而遭

火吻的意外事件，與學生分享 Selina 面對艱辛的治療歷程，以堅強的意志力克服

復健的痛苦，並依然以樂觀態度迎接未來的生活。Selina 是學生熟悉且喜愛的歌

手，研究者由她面對此人生挫折的態度帶入討論，連結與學生切身相關的學習挫

折經驗，讓學生從偶像楷模的行為中，學習正向面對困難的態度。 

本單元為閱讀階段最後一次課程，結束前研究者仍依最初的課程設計，邀請

學生在階段結束前進行省思活動，再次檢視該階段的學習歷程與成果。 

三、 研究者面臨的困境、因應方式與省思 

本階段中，課程進行漸入佳境，學生也漸漸熟悉本階段課程的進行方式。研

究者雖試圖以預計的步驟進行課程，但學生卻強烈欲掙脫研究者的步驟，研究者

在評估狀況後，以順應學生的因應方式達成預計目標。 

（一）教師課堂使用學習單的方式不符合學生期待 

學生進入本單元學習時，已相當習慣在研究者呈現 ppt 過程中，找尋問題學

習單答案的模式。但尋找答案、完成學習單似乎讓學生倍感壓力，學生總急切的

想趕快找到學習單的答案，寫下答案後才能安心的觀賞 ppt 和聆聽解說。研究者

為使問題學習單仍能達到原先設計的效果，研究者順應學生期待，待其找到答案

後，讓他們立即將答案填寫於學習單上，研究者再行解說，再請學生對照研兩者

是否相符。否則依照研究者設計的模式，學生找到答案後，研究者先行解說，再

讓學生將「正確答案」抄寫於學習單中，學生總迫不及待且躍躍欲試，無法專注

於研究者的解說，亦無法正確的完成學習單。 



131 
 

研究者在此過程中，改變以往要求學生順從教學者的步調，由教學者改變教

學順序以符合學生需求。研究者認為，學生願意以自己的方法嘗試完成任務時，

即表示他們進入學習準備度極佳的狀態，且有相當高的學習意願，研究者無須執

著於既定的教學流程，削減學生的學習熱情。因此，教學者若能配合學習者的步

調與期待，將能誘發他們更強烈的學習動機；否則，教學者若不知變通，一味要

求學生依循教學者設計之流程，可能將好不容易點燃的學習動機又再度澆熄，這

樣的做法並無助於學生學習。因此適時順應學生需求，即時予以回饋，在提升學

生動機上將會是相當強大的助力。 

（二）學生捨不得使用課堂教具──圓點貼 

研究者為了讓學生在平日活動中，學會隨時檢視自己學習成效的後設認知。

因此研究者在上課前發給學生每人一張圓點貼，供每個活動告一段落時，以貼圓

點的方式評估自己該段落的學習成果。這個活動從字彙階段即開始試用，效果一

直都還不錯，研究者便持續延用至本階段。但進行本單元課程時，研究者卻發現

學生此次的自我評估相當低落，13

「希望」是一股正向的能量，當個體抱持希望時，對事物的解讀也較樂觀且

具前瞻性。研究者於課後撰寫省思紀錄時，回想學生說出「我回家複習時也可以

這樣做，這樣就知道我完成了多少」這句話時，帶著有點驕傲的表情；又回顧研

 研究者相當擔心是否教學無效，導致學生學

習效果不佳。經詢問後，學生才告知研究者：「捨不得用完圓點貼，現在用完就

不能帶回家了」（教 1000520）。研究者非常困惑這樣平凡的小東西，對學生有何

吸引力？研究者下課與學生閒聊時，卻也得到驚人的答案：「我回家複習時也可

以這樣做，這樣就知道我完成了多少」（教 1000520）。研究者於是以畫記方式取

代圓點貼，讓學生繼續完成此自我評估的活動，同時也讓學生把剩餘的圓點貼帶

回家繼續使用。 

                                                       
13 研究者通常要求學生「最多貼 5 點，最少貼 1 點」，學生大約都貼 3 至 4 點；此次課程學生卻

都只貼 1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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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看到學生自我評估低落的瞬間到聽見這句話間，心情的轉變和情緒的落差，

研究者又再次深刻感受「希望感」的神奇力量。 

我承認，上到最後一堂課，我感到累了，也感謝課程終於結束了。這種累，是腦筋被

榨乾的累，每次上課必須想很多東西討學生歡心，有時效果好，有時卻又像對牛彈琴。今

天我看到學生自我評估的成效那麼差，當下真心中真有一把火！搞什麼的，教了一個學期

才給我放槍。但還好我忍住了，因為希望感課程還沒結束，我還用充滿希望的口吻詢問學

生是否需要重述，學生說不用，我就再靜觀其變。下課學生告訴我不貼圓點，是因為「要

留著回家也可以用」時，我真得好開心，他們真的學會一些東西了。還好，我沒有因為自

己錯誤判斷的失望而斥責他們；還好，我就算在最後很做作的表現老師的希望感，我還是

讓他們在最後帶著一些希望結束課程。提升學生的希望感過程中，其實真正提升的，應該

是我自己對教學的希望感吧！（教 1000520） 

課程進行至此，似乎可由學生行為中，稍可窺見一絲成效。研究者也因此更

肯定，以 Snyder 希望理論三元素提升學生希望感的同時，教學者傳遞看不見且

摸不著的希望感，也同樣扮演著重要支持的角色。 

（三）閱讀階段省思活動的再省思 

省思活動經前二階段的修正後，最後一次的省思活動進行大致順利，學生表

示「不知道」的狀況減少許多，皆為零星的個案問題，研究者個別處理多能順利

解決。而研究者批閱學生省思札記時，也發現學生的自我評估與研究者對學生的

個別評估，結果相當吻合，並未如第一次的省思，學生自評與研究者評量間落差

相當大。階段省思活動修正至此，大至成熟且完備，而研究者對本活動的評估，

亦多能符合研究者所設定之目標。但若後續研究欲沿用之，仍需就實際教學內容

予以調整，且問題陳述方式，仍需事前邀請場域外相似背景的學生進行審題，確

保問題陳述符合學生可理解之範圍。 

簡言之，透過希望理論的啟發，正向解讀學生需求，積極因應學生問題，教

學方案在結束前，也漸漸顯現細微的成效。本章研究者就整體方案的施行，做歷

程性的描述，至於成效如何，研究者將於下一段落描述完本階段研究者的成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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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於下一章，分別以量化和質性資料，說明學生的學習成效。 

肆、本階段研究者的成長 

本階段課程至此結束，研究者在三個單元的教學中，除了從學生回饋中修正

課程，使教學更符合學生需求；教學心態的再成長才是研究者在本教學中最大的

收穫。 

一、老師耐心的等待和陪伴，是影響學生情意學習成效的關鍵 

教師對學生而言，是個重要的楷模學習對象。研究者在本階段過程中，多次

以重複回顧文章的方式引導學生找答案，以及透過問題學習單引導學生思考。剛

進入閱讀階段的教學時，學生經常對「思考」、「找答案」感到不耐煩，期望研究

者可以「直接」告訴他們正確答案。但研究者依然堅持學生必須自己找到答案，

研究者僅在學生遇到困難時，給予必要的協助。學生經過數次的訓練後，逐漸習

慣研究者不輕易直接告知答案的風格，學生也漸養成在研究者引導中或同儕討論

中，猜測、找尋可能答案的習慣。 

研究者發現，教學者必須能忍耐多次示範的無聊感與不耐煩，尤其當學生無

法一點就通時，教學者必須有耐心的再次示範或找尋更合適的方式再說明。學生

未必都能在少數幾次示範中即表現出已學會技巧，但未能立即表現並不代表學生

沒有學習，學生多可能是在教師示範中形成「潛在學習」，待其成熟後才能表現

其所學。教學者必須有耐心的陪伴和等待，否則若操之過急，未見立即成效即改

變目標和策略，未待發酵成熟即放棄醞釀，這對正向情意態度的養成將會是功虧

一簣。本研究主張以希望感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成就，而希望感又屬情意層面之

範疇，情意態度的改變正如上述所言，無法要求短期速成、立竿見影的效果，而

須留待長時間醞釀下，漸漸發酵而成。也因此耐心的陪伴和等待是必要的，切勿

操之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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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學生希望感的同時，老師的希望感亦需提升 

對多數教師而言，經過一學期的挑戰，期末應是難熬的耐性考驗時刻。研究

者也不例外，經過一學期的壓榨後，期末即感到身心俱疲、筋疲力竭。與學生相

處中，也逐漸形成研究者對個別學生的特殊印象與個人喜好。尤其在處理學生突

發狀況時，又不免受先前的印象與個人喜好影響。因而對發生在狀況較多學生身

上的事件，也較容易做誇大的負面解讀。研究者一方面積極實踐以希望理論為基

礎的教學方案，同時也受益於該理論匪淺。本階段中，研究者總不斷在希望理論

的引導下，多次延緩表現憤怒的臨界點。除了再思考目標的設定是否合理外，亦

再次考慮達成目標的彈性；而方法的思考則由一次次的瓶頸中找尋可能的解套，

同時以問題與情緒焦點因應策略思考可行的方法；而意志力的堅持則再次以「責

任」告誡自己，不可輕言放棄，並以過程中的教學成效做為激勵自己堅持到底的

動力。研究者以希望理論激勵自己的策略，實則與指導學生的策略大同小異。也

因此在課程結束時，研究者感受希望理論的強大力量，並非來自指導學生的教學

效果，而是來自研究者自己一學期的成長。 

綜上所述，研究者於本階段教學中，特別透過閱讀文章的取材，藉由短文閱

讀延伸著重意志力議題的討論。然而，意志力的討論成效是否能彰顯，更有賴教

學者能否進行有深度的討論。此外，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能即時妥適處理學生狀

況，減少突發事件影響教學流程與學習品質。而教師進行希望感融入學科學習的

教學中，雖可能面臨諸多瓶頸與挑戰，亦需以自我成長的方式維持高希望感，才

可能期待學生具希望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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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繼歷程性資料描述後，研究者將於本章分別以量化和質性資料，說明學生接

受本教學方案後，希望感和學習成就的改變。首先，以無母數「魏氏考驗」為統

計方法，分析量化資料。接著，再以教師的觀察紀錄、學生的階段省思札記與訪

談等質性資料，說明個別學生在希望感和英語學習成就的變化。 

 

第一節  本教學方案在希望感和英語學習之成效 

本節以量化資料呈現學生參與本課程前後，整體希望感與英語學習成就之表

現差異。因本研究僅有 6 位研究參與者，依據林清山（1992）的看法，較適合以

無母數之「符號考驗」或「魏氏考驗」進行量化資料分析。符號考驗約相當於母

數統計法中，考驗兩相依樣本平均數差異的 t 考驗。研究者欲考驗兩個相依樣本

的差異，可將每一對相依分數之差異用正負號表示，並算出這些符號的分配是否

純由機遇所造成，此即為「符號考驗」。然而，此統計方法僅考慮差異的方向，

卻無法顧及差異的大小，而「魏可遜配對組帶符號等級考驗」（Wilcoxon 

matched-pairs signed-ranks test），簡稱「魏氏考驗」卻能同時兼顧兩方面的統計

方法，也比符號考驗具較大的統計考驗力。因此，本研究的統計方法，乃採「魏

氏考驗」，進行相依樣本之考驗，呈現學生的學習成效。 

壹、 希望感 

 （一）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之結果 

研究者以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為工具，以魏氏考驗為統計方法，測量學

在接受本課程前後，其英語學習之希望感是否有顯著改變。研究者首先呈現整體

希望感的改變，再分別呈現方法、意志力分量表的結果，清楚顯示學生在整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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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感與分量表上的表現。 

表 5-1-1  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得分及考驗結果 
 整體希望感 方法面向 意志面向 
 前測 後測 前-後 前測 後測 前-後 前測 後測 前-後 

S1 14 30 16 6 11 5 8 19 11 
S2 13 35 22 6 17 11 7 18 11 
S3 36 40 4 15 18 3 21 22 1 
S4 29 28 -1 13 13 0 16 15 -1 
S5 22 17 5 13 6 -7 9 11 2 
S6 14 21 -7 9 9 0 5 12 7 

平均數 21.33 28.50  10.33 12.33  11.00 16.17  
標準差 9.50 8.55  3.88 4.63  6.16 4.26  

Z 值   -1.363   -.730   -1.897 
P 值   .087   .233   .029* 

*p<.05 

由上表 5-1-1 顯示，六位學生在兒童希望感量表上的表現，後測平均分數較

前測分數高（前測 M=21.33, SD=9.50；後測 M=28.50, SD=8.55）。經魏氏考驗得

知，六位學生中，後測分數低於前測分數有 2 位（S4、S6），而後測分數高於前

測分數有 4 位，0 位學生前後測分數相同；然而，經考驗後之 Z 值為-1.363，P

值單尾檢定為.087，六位學生在兒童希望感量表前、後測的差異，並未達顯著水

準（P>.05），表示六位學生接受本課程教學後，整體希望感並未顯著提升。 

希望感量表又再分為方法面向（pathway）與意志力面向（agency）兩分量

表。在方法面向分量表上顯示，六位學生的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前測M=10.33, 

SD=3.88；後測 M=12.33, SD=4.63），但其中 1 人後測分數低於前測分數（S5），2

人前後測分數不變，3 人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屬；經魏氏考驗得 Z 值為-.730，P

值單尾檢定為.233，未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六位學生在方法面向，並未有顯

著的進步。 

而意志力面向分量表上，六位學生的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前測 M=11.00, 

SD=6.16；後測 M=16.17, SD=4.26），但其中 1 人後測分數低於前測分數（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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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屬；經魏氏考驗得 Z 值為-1.897，P 值單尾檢定為.029，

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六位學生在意志力面向的表現，有顯著進步。 

（二）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結果之討論 

從上述表 5-1-1 中顯示，學生在本研究之課程學習後，希望感雖未達顯著進

步，但全部學生在整體希望感、方法面向和意志力面向的平均值，後測均高於前

測，標準差後測皆小於前測，表示學生的進步幅度雖然有限，但其希望感有逐漸

進步趨勢，且個體間變異也越來越小。 

交叉比對表 5-1-1 數據發現，六位學生中，S1、S2、S3、S6 的希望感表現，

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與研究者觀察他們上課的進步情形回饋相符，因此可合

理評估本課程對四位學生的希望感有所正面影響。然而，S4 和 S5 兩位學生的希

望感表現，卻呈現後測分數低於前測分數的情形，這相當值得研究者思考。 

整體希望感的計算方式為，方法面向和意志力面向分數的加總。因此，分別

討論方法和意志力兩部分的前後測分數差異，應可合理說明整體希望感表現之結

果。研究者對 S4 在方法面向上表現，誠如數據顯示，解讀為「未呈現大幅度進

步」。因為根據 S4 的上課反應：愈到課程後期，愈顯吃力的適應狀況，以及愈趨

頻繁的在課堂中發呆、神遊認為，他在方法面向的學習，除了課程初期的自然發

音拼讀部分稍有成效外，其他如字彙記憶、文法句型或短文閱讀等部分策略的學

習，並未有明顯的進步。 

而 S4 在意志力面向的表現，亦未呈現明顯的進步。該生在課程初期的字彙

階段學習適應狀況還勉強跟得上，但越到後期的句子和閱讀階段，其程度與小團

體愈差愈遠，愈顯適應困難。在課堂中遇到困難時，即常以兩手一攤、眼神放空

的放棄狀態等待下課，或者在省思札記中表現極度不耐煩的回饋等。綜合上述課

堂觀察與數據資料，研究者認為本課程對 S4 影響相當有限。 

Snyder（2003）認為，低希望感的個體，將學習低落的結果，自我否定

（self-doubt）解讀為自己沒有能力學習，進而影響後續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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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在課堂學習面對課堂的有類似的現象，當他感到適應困難，但無法立即解決

時，也常以放棄、拒絕學習、等待下課的方式因應之。研究者欲以提升其希望感，

帶動其學習成就之進步，若能在學生面臨困難時，立即給予合適的協助，或許能

更直接提升其希望感，免於飽受挫折的學習經驗。但本課程又以小團體教學進行，

須同時兼顧小團體與個別進度，不免令教學者感到分身乏術。研究者認為可對仍

在小團體中適應不良的學生，經審慎的評估和測量，提供個別教學，以提升補救

教學的效果。 

而 S5 在整體希望感和方法面向上亦呈現後測分數低於前測的狀況，且差距

甚大。綜合觀看 S5 在希望感量表的表現可察覺，其後測整體希望感分數之減少，

關鍵是方法面向的影響。研究者整合課堂觀察記錄、訪談資料與學生省思發現，

這可能與S5認為激勵班課程過於簡單，並未對其整體英語學習產生重大的影響。

此外，研究者亦發現課程所提供的學習內容並不完全符合該生的期待，除了內容

稍嫌簡單外，獎勵制度、獎品發放等皆對該生的學習動機有所影響。因此未來規

畫課程時，學生程度與學生對課程各方面的期待，教學者設計課程時皆應納入考

量。 

綜合言之，量化數據顯示，學生整體英語學習希望感的表現，並未在本課程

指導下而有顯著進步，唯意志力面向呈現顯著進步。但研究者再交叉比對找出希

望感量表中，「負等級」表現的個別學生後也發現，與研究者觀察其上課之表現

非常吻合，根據其他質性資料，研究者亦據此做出可能的解釋。有關個別學生的

質性描述，研究者將在下一節做詳細的討論。除了希望感外，學生的英語學習成

就亦為本研究所重視，以下就此部分說明之。 

貳、 英語成就測驗 

（一）英語成就測驗之結果 

除了希望感的評估外，本研究亦重視學生英語成就的改變。此部分亦採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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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為分析量化資料的方法，研究者首先呈現整體英語學習之成效，再分別呈現

自然發音（phonics）、字彙記憶（word memorize）、文法句型（grammar and sentence）

以及短文閱讀（reading）之學習成效。但由於進行前測時，S1 拒絕開口，無法進

行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兩部分的測驗，遺失一樣本，因此進行魏氏考驗時，將

S1 設為遺漏值處理之。 

由表 5-1-2 顯示，除了 S1 外，五位學生在英語成就測驗的表現，後測平均分

數較前測分數高（前測 M=43.67, SD=20.94；後測 M=68.17, SD=10.45），經魏氏

考驗得知， Z 值為-2.201，P 值單尾檢定為.014，顯示他們在英語學習結果測驗

前後測的差異，達顯著水準（P<.05），表示他們在接受本課程教學後，整體英語

成就有顯著提升。 

學生在自然發音部分的表現良好，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前測 M=22.20, 

SD=7.12；後測 M=30.67, SD=3.67），除 S1 外，5 位學生的後測分數均高於前測

分數；經魏氏考驗得 Z 值為-2.023，P 值單尾檢定為.022，達.05 的顯著水準，顯

示他們在自然發音的學習，有顯著進步。 

學生在字彙記憶部分表現也相當不錯，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前測

M=24.00, SD=7.21；後測 M=29.67, SD=6.56），除 S1 外的 5 位學生中，僅 1 人後

測分數低於前測分數（S4），4 人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經魏氏考驗得 Z 值為

-1.753，P 值單尾檢定為.040，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他們在字彙測驗的學習，

有顯著進步。 

文法句型部分，六位學生的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前測 M=3.33, SD=.81；

後測 M=4.33, SD=1.51），但其中 1 人後測分數低於前測分數（S6），1 人前後測

分數不變，4 人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經魏氏考驗得 Z 值為-1.656，P 值單尾

檢定為.049，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六位學生在文法句型的學習上，有顯著的

進步。 

短文閱讀部分，六位學生的後測平均分數高於前測（前測 M=1.83, SD=.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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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M=3.50, SD=1.52），2 人前後測分數不變，4 人後測分數高於前測分數；經

魏氏考驗得 Z 值為-1.841，P 值單尾檢定為.033，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六位學

生在閱讀的學習上，有顯著的進步。 

整體而言，學生在參與本課程後，四方面英語成就皆有顯著進步。由量化資

料顯示，學生在希望感部分，僅在意志力面向達到顯著進步；而英語學習成就部

分，則全部皆達顯著進步。量化資料呈現整體學生的大致趨勢，至於個別學生對

自己希望感與學習成就的感受為何，研究者將於下一節以質性資料個別呈現之。 

 

 

 

 

 

 

 

（二）英語成就測驗結果之討論 

就整體學生英語程就表現而言，平均數增加，標準差變小，顯示整體英語成

就有進步，且是全部學生皆有所進步，而非少數學生的大幅度進步而使平均分值

顯著提升。 

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兩部分，不僅前後測分數改變達顯著進步，標準差亦變

小。再交叉比對上表數據，除了 S4 在字彙記憶表現後測分數較前測低外，其於

部分皆有進步，表示經此課程之學習後，學生在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兩部分有不

錯的成效。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的課程，學生並非在本激勵班課程首次接觸，早

在最初學習英語的正式課程中，就已學習自然發音的規則，但學生似乎法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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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音和字彙記憶兩事做有效的連結，以致於使用無效的方法背單字，事倍功半，

徒增困擾。由此可見，Mayer（2008）提出音素知覺（phonological awareness）

和解碼（decoding）的語言學習觀點，實可作為發展補救教學課程的重要依據。 

在多數學生都呈現進步的情況下，S4 的後測分數的減少稍顯突兀。S4 在字

彙記憶的表現後測分數雖減少，但綜合評估其課堂表現，以及成就測驗前、後測

差異並無太大差異，研究者認為數據顯示之意義為「沒有進步」，與學生在省思

札記中表示「有聽沒有懂」非常吻合，同時也意味著本課程對 S4 的字彙記憶，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而文法句型和短文閱讀兩部分，雖整體平均值後測均大於前測，但標準差也

有擴大的趨勢，顯示學生在此二部分之學習雖有進步，但團體差異越趨明顯。配

合研究者觀察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況，數據所呈現的資料與研究者的觀察相當吻合。

S1、S2、S3、S5 是整體上課狀況較佳的學生，他們在此二部分表現皆為進步。S4

因其程度與小團體落差太大，越到後面階段，學習適應越感到困難。雖 S4 在短

文閱讀表現上為後測分數高於前測，但綜合評估其學習成效，研究者並不過度樂

觀認為「有進步」。而 S6 程度雖與小團體差距不大，但其情緒爆發時往往使其學

習大受影響，越到後面階段的學習，因處理情緒而落後的學習內容也越多，以至

於課程中期句子階段和課程後期的閱讀階段，其學習成效相當有限的可能原因。

因此，研究者對 S6 在文法句型和及短文閱讀的分數表現，皆以沒有明顯進步解

讀之。 

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S1。該生在前測時因拒絕開口，而無法進行自然

發音和字彙記憶部分的測驗，研究者無法對照該生前、後測表現差異，評估其學

習成效。但研究者將其後測分數與其他小團體成員做對照發現，其自然發音的表

現雖未特別亮眼，但字彙記憶的表現還算不錯，整體英語成就為小團體的中間值，

顯示其學習成效還算不錯。 

綜合言之，根據量化數據的結果顯示，學生在本課程方案指導下，其英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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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顯著進步。雖個別學生間呈現一些負等級結果，研究者也試圖將數據做交叉

比對，綜合質性資料做出合理的說明。上述所提及的質性資料，為避免贅述並影

響量化資料的呈現，研究者將於下一節，分別就個別學生的質性資料，說明其希

望感和英語學習成就的改變。 

 

第二節  個別學生希望感和英語學習成就之改變 

參與英語激勵班的六位學生，個別差異甚大。繼上一節以量化數據呈現整體

學生的改變趨勢後，本節將以個別學生為單位，透過教師的教學觀察紀錄、學生

的階段省思札記與訪談等方式，所收集的質性資料，呈現個別學生在希望感與英

語學習成就的差異，以更深入了解量化數據所隱含的深層意義。 

本研究以 C. R. Snyder 的希望理論為研究與課程設計之基礎，因此，希望感

部分質性資料的呈現，研究者仍以 Snyder 希望理論的三元素：目標、方法和意

志力為分析之架構，最後再依據上述描述，探討學生的整體希望感。而英語學習

成就部分，除了比較英語成就測驗前後測分數之差異外，研究者亦由學生的階段

省思札記和教師課堂觀察記錄中，呈現學生在學習中細微的改變。以下研究者如

前述，分別呈現個別學生接受本課程後，英語學習成就的差異。最後再綜合說明

如何因應類似特徵的學生做總結。 

壹、 S1的成長與改變 

S1 是個在陌生環境中較容易表現抗拒的孩子，拒絕開口、拒絕與陌生人互動，

但待熟悉新環境並與他人取得信任後，情況會逐漸好轉（電訪母 1000318）。此

外，S1 也是個情緒表達強烈，且挫折容忍力較低的孩子，因此本課程進行中，也

數次因學習挫折而情緒爆發。經本課程的學習後，研究者評估該生的希望感、情

緒管理等情意面向及英語成就皆有明顯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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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希望感 

S1 在參與激勵班課程之初，並未有明確的目標設定。他表示對英語學習「沒

有特別想追求的目標，也不想為自己設定目標」（訪 1000304）。但在課程中，經

研究者說明英語學習的重要性及趣味性，以及各階段、各主題的學習涵意後，S1

在本學期為自己設定「要聽懂上課的內容」的目標（學 S11000603），同時也對

未來英語學習有明確目標，「希望考試可達到 95 分以上、作業可以獨立完成」（訪

1000603）。雖研究者評估其目標（希望考試可達到 95 分以上）與現在能力落差

稍大，但相較於最初完全不想為自己設定學習的目標，著實進步許多，電話訪問

其母親時，母親亦表示「S1 較以往會主動完成英語作業，比較不會像以前那樣哭

鬧、生氣」（電訪母 1000524）。但研究者也認為，仍需再協助學生設定更符合現

在能力的短期目標，避免目標設定不切實際，徒增挫折，又再度重回飽嚐失敗經

驗的學習。 

方法面向上，S1 在字彙和句子階段的學習成效較佳，而閱讀階段則較有限。

S1 在課程進行前，未能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經常感到挫折後便拒絕嘗試。研究

者於開課第一週進行英語成就和希望感前測，S1 在英語成就測驗中，拒絕開口，

研究者僅能旁敲側擊，猜測該生不開口的原因，以及其使用自然發音的能力。研

究者於後測訪談時詢問學生，為何在前測自然發音和字彙測驗時拒絕開口，學生

表示「因為我根本都不會」而拒絕回答（訪 1000603）。課程進行至句子階段時，

S1 已漸漸願意開口（教 1000401）；進行後測時，該生也願意在研究者的協助下，

嘗試進行自然發音拼讀，也願意嘗試以此方法背單字（教 1000603）。而他在後

測訪談中也表示，課程中學習如何背單字、學文法和句子，讓他收穫不少，也較

肯定自己未來會運用課程學到的方法幫助自己繼續學習（訪 1000603），研究者

據課堂觀察與作業、省思單的回饋，評估 S1 在字彙和句子階段的學習，有不錯

的成效。但在短篇閱讀部分，S1 表示雖已學習猜測的閱讀技巧，但閱讀短篇文章

「依然可怕，還是不太會，有時候猜不到」（訪 1000603）。研究者觀察 S1 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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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他非常沒有安全感，較無法忍受模糊不明的情境，與前述電話訪談母親的

看法吻合。因此，S1 雖然漸漸學會使用猜測的閱讀技巧，但面對需要猜測的模糊

情境仍須有他人協助，較能放膽嘗試。 

而在意志力面向上，S1在前後測訪談中的態度有明顯差異。他在前測訪談中

表示自己沒有目標，也沒有想要把英語學好的決心，面對困難時，評估自己的堅

持度只有 2 分；14

整體而言，S1 的希望感在課程結束後有些許提升。但研究者於課程結束後，

重新檢視一學期的觀察觀察記錄，發現本課程進行時，S1 希望感的改變非常緩慢，

尤其在字彙和句子階段，幾乎未查覺其變化；然而，該生在課程進入閱讀階段後，

才開始有明顯的進步。在字彙和句型兩階段省思札記中，比較本課程與過去的學

習經驗中，表示「沒有不一樣的感覺」，不覺得自己有能力學習，也沒有信心未

來若遇到與本課程類似的學習材料自己可以學習；此外，遇到困難也表示不願意

嘗試解決（學 S11000325、學 S11000422）。研究者發現此階段 S1 對學習的煩躁

難以具體表示其需求，僅能以情緒宣洩的方式表達。研究者以開放問題詢問學生

「想對老師說…」，S1 亦僅簡短表示「你好煩」（學 S11000422）。S1 的進步在最

後閱讀階段中明顯呈現。自評閱讀階段的學習，較過去的學習有不一樣的感受，

 但在後測訪談中表示，有決心想達成自己的目標，評估自己

對學習的堅持度是 7 分，因為「可以待在學校比較久，可以和S5 一起上課」（訪

1000603），與研究者也觀察S1 在課堂中，多僅與最好的朋友S5 學習上的互動吻

合，顯示同儕共同學習對S1 意志力的堅持有正面成效。 

整體希望感中，S1 從最初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學習，到課程結束時，較傾向肯

定自己有好的學習方法就可以學會，「上課學了像背單字的方法，我以後應該會

用吧」（訪 1000603）。此外，相較於未參與本激勵班課程前，沒有學習成功的經

驗，在本課程學習中，有獲得些許成功經驗，「單字記憶有變簡單一些，文法也

有比較容易學」（訪 1000603），也較願意相信自己可以學習。 

                                                       
14 研究者在訪談中，設定堅持度的範圍，由低至高為 1~10 分，供學生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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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的學習也較有信心，因為「以前不會的，現在稍微會了」，而且未來面對

困難時，也願意嘗試解決問題。此階段 S1 的情緒表達進步許多，學會具體表達

其需求，而非僅宣洩式的表達。S1 在最後一階段「想對老師說…」的開放問題中

以表示「希望休息時間可以多一點」，表達未準時下課讓他感到煩躁與不安（學

S11000520）。 

從研究者的觀察、S1 省思紀錄和前後測訪談中三項質性資料中發現，以整學

期而言，S1的希望感以緩慢的步調漸漸成長，課程前二階段雖未有明顯的進步，

直到最後一階段有較明顯的躍進。該生在學習中，雖時有憤怒的情緒爆發事件發

生，但在其憤怒的強度與憤怒後的態度，在課程後期亦有相當程度的轉變，願意

試圖彌補課程落後的部分，而情緒表達上也由宣洩式的發怒漸漸轉變為明確、具

體陳述需求。雖資料顯示 S1 的希望感逐漸提升，但研究者也觀察發現，S1 面臨

難度較高的挑戰時，仍須他人提供立即協助，否則憤怒、放棄的行為容易再度出

現。 

（二）英語成就 

S1 英語成就最大的改變，在於從最初的完全不開口，到漸漸能以中文表達自

己的想法，到後測階段，願意在研究者的協助下開口說英語，進行自然發音拼讀

並使用此方法背單字，使後測得以順利進行，研究者亦能較精確評估學生的學習

成效。 

S1 在字彙階段的自我評估，雖認為對自己「有幫助」，但並不是對現階段學習

有立即的幫助，而是認為可能對未來會有幫助。S1 在字彙階段的省思札記中認為，

「我不確定上課教的方法，我自己學習時是不是也能夠使用」（學 S11000325），

而研究者詢問「這三週的課程內容，以前感到困難的，現在是否變得較簡單？」，

S1 則表示「沒有感覺」（學 S11000325）。由此可知，對 S1 而言，字彙階段所指

導的自然發音拼讀和背單字的方法尚未有立即的幫助。而 S1 評估本階段的學習

對自己有幫助，則是因為「國中的時候可以用到」（學 S11000325）。然而，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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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課程結束後，研究者評估 S1 此階段的學習有相當幅度的進步。S1 的自然發

音拼讀部分，單字的長短和是否包含變化型音素，對 S1 的拼讀有所影響，「較簡

單的字，多可由老師給與少許協助即可獨立且正確的完成拼讀；但較長或有變化

型的音素，則需教師明確告知單音，才能做連音的拼讀」（教 1000610）。而字彙

記憶部分，與上述情況類似，「音節數較少且較簡單的字，可獨立或在教師少許

協助下，以自然發音法做正確的記憶；較長或含有變化型音素之單字則較無力勝

任，雖由研究者協助，也未盡能做正確記憶」（教 1000610）。 

句型階段的學習成效部分，S1 自我評估了解 do/does 句型的使用方法與時機，

但表示「無法辨別現在式和未來式句型的差異」（學 S11000422），也不清楚 will

和 be going to 兩句型如何轉換。但研究者評估課堂成效和批閱後測試卷，認為

S1 在文法和句型的學習部分，並非「完全不會」，而是「不夠精熟」所學習的內

容，需要研究者協助，才能正確做答。 

短篇閱讀部分，學生的課堂和後測表現都還算不錯。課堂中 S1 較以往更願意

參與課程，對課程的投入也明顯進步許多，「今天 S1 第一節狀況很好，雖然一進

教室還是選擇教室最後的座位，但老師告知今天要看 ppt，並詢問是否願意把座

位換到前面，她有別於前幾次的抗拒，今天願意把座位搬到前面。」（教1000506）、

「一開始上課時，S1 坐在離電腦比較遠的位置，開始帶學生看 ppt 後，S1 開始搬

位置到電腦前面，嘴巴也喃喃自語：『搬前面一點才看得到。』」（教 1000520）。 

整體而言，S1 的英語成就在本學期課程中有所進步，雖進步幅度不大，但從態度

軟化之後，不論從自然發音、字彙記憶、文法句型和短文閱讀四部分的能力皆有

所成長。若能持續進步，則應能對其成就更有所期待。 

綜合言之，研究者發現該生對英語學習缺乏安全感，挫折容忍力較低，常因

為「不會」而拒絕開口或情緒爆發。未來面對類似學生，除了提供安全的學習環

境，教學者也要隨時給予機會，耐心取得學生信任後，才能在學科學習上有所突

破。而情緒的輔導上，除了同理並正視學生的心理需求外，亦需讓學生了解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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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表達，協助其學習以適當的方法尋求協助。對教學者而言，毋須對學生的

情緒反應做負面解釋，因頻繁處理學生的情緒問題，若未能正向解讀，教學者也

容易在負向情緒影響下，將學生視為朽木不可雕也，而放棄正向影響學的教育機

會。總之，面對進步緩慢又情緒波動大的學生，師生間取得信任後，若能採取正

向互動模式，應能對學生有所正面影響。 

貳、S2的成長與改變 

S2 在過去英語學習經驗中，較少獲得成功經驗，也因此對該學科的學習較不

具信心。然而，S2 卻在開課之初，強烈表達想把英語學好的渴望。研究者於開課

之初，為學生進行前測，評估起點能力時發現，該生未能有效使用策略學習，例

如以死背方式記憶字彙，亦無法解決學習問題，感到厭煩後多以「放棄」收場。

經過本課程方法面向的學習，又在課程中獲得一些學習成功經驗後，該生的希望

感和英語成就皆有明顯的進步。 

（一）希望感 

S2 的希望感在本課程中穩定的提升。在目標設定上，S2 進入激勵班前並未設

定任何目標，知道自己的英語成就不佳，但也未積極面對，「我英文最不好，但

就一直都這樣，沒改變過」（訪 1000304）。經本學期學習後，S2 在目標設定上有

較明確的目標，期許自己「考試達 60 分以上」、「可以完全聽懂老師上課在說些

什麼」、「回家要確實複習」等（訪 1000603）。 

方法面向的學習，S2 在背單字和閱讀技巧部分表現不錯。S2 在背單字部分，

表示學會使用自然發音幫助記憶，相較於過去的死背，字彙記憶簡單許多，「我

有用上課教的方法背，像老師出單字要我們回家邊寫邊唸那樣，比我以前的背法

簡單多了」（訪 1000603），且在字彙階段省思中也表示「知道怎麼唸就比較好背，

感覺有一點點進步」（學 S11000325），與研究者觀察學生的上課表現相吻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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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短文閱讀對 S2 而言是個可怕的夢魘，後測訪談時學生表示能試著使用猜測

的閱讀技巧，「很多看不懂，但是老師帶我們猜，我也跟著猜，有時候可以猜對，

好像也沒那麼恐怖」（訪 1000603），S2 在短篇閱讀後測表現良好。 

S2 在意志力面向的培養上亦有所成長。過去學習中，S2 雖一直都想把英文學

好，但僅只於「想」。剛進入激勵班時，面對挫折時未有所積極行動；但在本學

期課程中，研究者觀察該生的學習狀況，他是最常在下課時間找研究者釐清學習

問題的學生。對該生而言，能聽懂上課內容對其英語學習有莫大的激勵作用。S2

評估自己對英語學習堅持度從 1 分進步到 5 分，英語能力從「很爛」到「還不錯」，

因為「大多可以聽懂」，也表示這些學習成功的經驗，讓 S2 較能肯定自己有能力

面對英語學習（訪 1000603）。 

S2 在整體希望感上，有明顯的進步。從認為沒有能力學習到學會使用有效的

方法學習；面對困難時，從覺得「很煩，放棄算了」到願意跟自己說「加油！」；

此外，S2 也逐漸學會評估自己的學習狀況，而較不受他人的否定或偏見而影響自

己的信心（訪 1000603）。 

綜合言之，S2 的希望感在本學期課程中，一直以穩定的節奏進步。研究者察

覺，該生在英語學習上最大的問題是：不知如何解決上課全都聽不懂的困難。經

本課程指導該生相關學習策略和問題解決的方法後，S2 在課程中獲得許多「終於

聽得懂」的成功經驗，該生對英語學習的希望感也大為提升。然而，S2 的信心仍

稍嫌不足，不斷向研究者表示「總擔心說錯或做錯」（教 1000318、教 1000401、

教 1000415、教 1000513），也使該生在嘗試任何學習活動時，皆需要更多鼓勵與

肯定，才能勇敢踏出第一步。建立自信部分，研究者認為可能須由更多成功經驗

中慢慢累積。S2 的整體學習狀況很好，若能持續維持激勵班的良好學習狀況，英

語學習成就大幅提升應是指日可待的。 

（二） 英語成就 

S2 的學習狀況良好，態度積極，學習成就一直維持穩定進步的狀況。字彙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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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雖進步較慢，自評學習較果也較差，但此部分課程在後續的句子和閱讀階段中，

仍不斷重複出現，至課程結束時，S2 在字彙階段的自評與研究者評估，皆進步許

多；而文法、句型與閱讀部分的學習，S2 的表現相當不錯。 

字彙階段部分，S2 在省思札記中表示，「這三週課程有些還不會，不知道單

字該怎麼拼」（學 S21000325），認為課程對現階段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因為「知

道英文單字要怎麼唸，就是知道那個字母是什麼聲音，就不用一直死記」（學

S21000325），自然發音拼讀的基礎更穩固後，S2 對英語學習也較有信心，「感覺

英文有一點點進步了」（學 S21000325）。研究者比較前後測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

兩部分的評量結果，發現有蠻大幅度的進步。自然發音部分，從前測「須老師一

一告知單音，有些可獨立做連音之結合，有些仍完全無法拼讀」（教 1000304）

到後測「大部分的字都可經教師給予少許協助，告知數個不熟悉的單音，即可獨

立且正確拼讀，僅一變化型音素『st』無法獨立完成」，顯示 S2 大部分能掌握自

然發音拼讀之能力。而字彙記憶部分，從前測「能嘗試由老師拆解字彙之音素中，

找對應之字母，但正確率不高」到後測「音素單純且較短的單字多可獨立或由教

師少許協助即可正確完成；音素較具變化性與較長的單字雖可由教師協助猜測聲

音對應的字母，但正確度未及前述」（教 1000610），後測時較困難單字的的記憶

雖成效有限，正確性不高，但已見其以自然發音拼讀記憶單字的概念正在建立，

若能再持續練習，未來學習新單字應有充裕能力勝任之。 

文法句型部分，S2 表示知道如何使用現在式和未來式句型，也知道 will 和

be going to 兩未來式句型的轉換（學 S11000422）。S2 的文法、句型部分，課堂和

後測表現皆不錯，研究者評估學習狀況良好，能正確做答，唯 be going to 句型較

不熟悉，穩定度不高，時有小瑕疵出現，需研究者提醒才能正確做答（教 1000610）。

而短文閱讀部分，S2 有大幅度的進步。除能在課堂中，根據線索對短文做有意義

的猜測，亦能在閱讀測驗中，根據問題線索，掌握文章重點。 

綜合觀之，S2 的英語學習成就有明顯的進步，尤其以自然發音部分進步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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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S2 的成就表現不論是學生自評或研究者評估兩部分，皆相當吻合。研究者

也樂觀的預期，S2 若能持續成長，應有能力面對新材料的學習。 

研究者陪伴該生的學習中發現，S2渴望能在英語學習上有亮眼的成就，但卻

對無法在正式英語課程中獲得正向學習經驗而感到無力，也逐漸對英語學習失去

信心。研究者在過程中，試圖協助學生找回自信，並肯定其對英語學習的渴望。

在課程中，特別著重讓學生「聽懂」，而不完全採用全英語教學，無謂增加學生

負擔；同時，也加強其學習策略，提升學習成效亦培養獨立學習的能力。未來面

對類似狀況時，此輔導方式或許能為面對相似問題學生的教學者，開啟一條「可

能」的思考路徑。 

參、 S3的成長與改變 

S3 是個有夢想的孩子，希望自己未來能出國去踢球。他非常了解旅美棒球投

手王建民在國際舞台上，因語言障礙而困難重重（電訪母 1000420）。因此認為

學好英語有助於完成自己的夢想。然而，他的「了解」和「夢想」並未與其「實

際行動」相符，未能身體力行、知行合一。S3熱愛戶外、動態式活動，靜態活動

對他較不具吸引力，對學習任務常抱持「做完就好」的想法，並未全力以赴。本

課程對他而言成效未盡彰顯，希望感部分進步有限，仍多停留在口號式呼喊，少

有具體的實際行動；而英語學習部分，除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能力穩定成長外，

文法句型和短文閱讀進步則非常有限。協助 S3 學習仍有許多可嘗試的空間。 

（一）希望感 

S3 進入激勵班時的希望感並不甚低落。S3 一直以出國踢球為學習英語的目標

（訪 1000304），但從各階段省思到後測訪談，S3 一直未再詳細替自己設定可行

的短期目標，以至於「出國踢球」的目標太遙遠，而始終停留在「夢想」的階段。

研究者觀察該生的學習狀況，評估其在目標設定部分，雖有遠大的夢想，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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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具體可行的實際目標，在課程中的學習也只是「跟著上」，並未顯現強烈

的主動性。其母親在課程結束時表示，「老師說要做的他會做，沒說的他也不會

主動去多做一些」（電訪母 1000615）。 

在方法面向的學習上，S3 一直都相信除了要「專心上課」外，上完課還要「回

家複習」才能提升學習成就（訪 1000304），但至於「如何」專心上課和回家複

習，研究者批閱其作業發現，該生似乎對此也僅止於口號呼喊，並未確實有實際

行動。S3 在三階段課程中，皆呈現有能力學習，但卻皆不精熟的狀況。自評字彙

階段的學習內容「都已學會」（學 S31000325）、句子階段的時態辨識與 do/does/will

句型亦「都已學會」（學 S31000422），但教師批閱其作業和學習單，卻皆發現不

甚熟悉，需再提醒才能正確拼讀和書寫。而短文閱讀部分，研究者觀察其課堂整

體學習狀況不錯，自評已學會如何在閱讀中使用猜測的技巧，「雖沒有每次都猜

到，但願意再繼續嘗試」（學 S31000520）。 

意志力面向上，S3 雖在前後測訪談中皆表示有決心想要學好英語，總因補習

太忙、太累沒時間複習而耽誤複習英語的時間，「我們鼓勵他多參與一些教會活

動」（電訪母 1000323）、「我補習完回家就累了，也懶得複習了」（訪 1000603），

而未能知行合一。S3 自評英語學習的堅持相當高，從上課初的 5 分進步到 8 分，

但這與研究者評估其課程中所表現的堅持度有相當大的落差，不但容易因疲憊而

草率完成任務，只求「做完」就好（教 1000318、教 1000415、教 1000520），而

且句子省思札記中也呈現「感到厭煩，不太想學」的語句（學 S11000422）。 

整體而言，本課程對 S3 希望感的改變並無太大成效。S3在前後測訪談中，均

將英語成就低落歸咎於「沒有方法學習」（訪 1000603），也不會因別人的看法而

影響對自己能力的肯定，顯示對自己能力仍相當肯定。S3 在目標、方法和意志力

三面向上，前後測訪談和各階段省思中皆未見其明顯的改善，教師課堂觀察中也

未見其大幅度的成長。研究者評估，本方案的教學對 S3 希望感的改變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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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成就 

S3 進入該班時，其自然發音拼讀之能力還不錯。字彙階段結束時評估自己的

學習狀況表示「都已學會」、「對自己很有幫助」、也「能在獨立學習時使用」（學

S31000325）。而研究者評估字彙階段對 S3 最大的幫助，是讓他更精熟自然發音

拼讀的能力，以及熟悉變化型音素。S3 自然發音的後測表現相當不錯，「自然發

音拼讀還不錯，多可獨立正確拼字，無需老師協助；少數幾個較難的字，亦僅需

教師稍微協助，提示幾個單音，即可正確拼讀」（教 1000610）；而字彙記憶部分，

也因更熟悉各音素的聲音與自母的對應，並了解自然發音拼讀的功能後，有大幅

度的進步。研究者對該生字彙記憶前測的評估為，「S3 的字彙記憶較弱，部分字

可在老師協助下正確記憶，但多數仍無完成。雖在老師協助下，嘗試以聲音找出

對應的字母，但正確性不高」（教 1000304），到後測研究者的評估為「S3 大多可

獨立或在老師少許協助下正確完成字彙記憶；但若單字裡有變化型音素，亦能嘗

試以聲音找出對應的字母，唯正確性稍低一些」（教 1000610）。 

文法句型部分，S3 表示可以辨別並使用現在式和未來式的使用時機，也知道

do/does 及 will 句型，但不了解如何在 will 和 be going to 兩個未來式句型間做轉

換。S3 的自評和研究者根據課堂狀況和後測評估結果一致，「學習狀況還不錯，

現在式和未來式句子多能正確書寫，但 be going to 句型仍不夠精熟，常會出錯」

（教 1000415）、「S3雖能使用 will 和 be going to 兩個未來式句型，但沒有很穩定，

選擇題型中未完全能正確做答」（教 1000610）。而短文閱讀部分，S3 的成長相較

於前兩階段，成長有限。雖能在課堂中與研究者對答如流，但在獨立閱讀中對猜

測技巧與文章的掌握較不精確，仍需有他人協助。 

綜合言之，S3 在英語成就有微幅進步，特別是在更精熟自然發音拼讀的方法，

以及認識更多變化型音素後，字彙記憶部分成長許多。雖文法句型和短文閱讀成

長有限，但研究者認為該生後兩階段課程的學習成就，深受其態度等因素的干擾。

若能持續正向改變其信念和態度，亦應能在學習成就上有所正面影響。 



153 
 

研究者在陪伴 S3 學習中發現，他有夢想但是缺少實際行動的規劃。引導此

類學生學習，可能需由設定目標著手，讓學生具體設定長短期目標，並詳細規劃

各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間的關係，再配合有效的學習方法，協助其完成目標。此

外，研究者在過程中亦發現，該生活潑外向，較喜歡動態或遊戲性的課程；但若

能提升活動的層次，透過動態活動引導其應學習之學科材料，與培養靜態學習模

式的意志力，應能更有效協助適應未來的學習。 

肆、 S4的成長與改變 

S4 是個知道要努力才會有收穫，而且也不斷在付出努力的孩子，但其努力與

成果卻總是不相符（訪師 1000304）。據研究者觀察，他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

總有事倍功半、徒勞無功之感。本課程雖試圖讓學生學會「學習的方法」，進而

提升其希望感與學業成就，但研究者評估成效未盡彰顯。此外，S4 落後程度相當

嚴重，課程進行後期，幾乎無法跟上小團體的學習，雖研究者試圖在個別指導中

加強基礎能力，但效果卻也十分有限。整體而言，本課程為該生帶來的正面影響

並不多。 

（一）希望感 

S4 在接受本課程前，並未設定具體明確的目標。在本課程進行中，了解本課

程內容的涵意後，S4 希望自己可以在期末考試得到及格的分數（訪 1000603）。 

在方法面向的學習，雖在前後測訪談中表示從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自

己學習，到會使用上課教的方法幫助自己學習，但研究者的課堂觀察與其省思札

記卻呈現截然不同的結果，「S4 的學習狀況越來越嚴重落後，單字仍停留在死背

階段，自然發音不甚熟悉……」（教 1000513）、「我認為這三週課程對我沒幫助，

因為有聽沒有懂……我沒辦法用這些方法在自己學習時……」（學 S41000325），

此外，S4 在句子和閱讀階段札記中自評兩階段課程「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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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沒變化」（學 S4100422、學 S4100520）。綜合這些資料可歸納，S4 在方法面向

的學習成效不大。 

S4 在意志力面向上，也未有大幅度的進步。S4 在前測訪談時表示，認為自

己成功的機率不高，因為「我不是天才」，至於要如何做才可能提高成功機率，

則認為要「問天神」（訪 1000304）。經此課程的學習後，雖在後測訪談中表示「願

意」在面對困難時嘗試解決，但在句子和閱讀階段的省思札記中，「想對老師說…」

的開放問題中卻表現極度不耐煩感，「老師，可否不要再讓我寫了，我累了」、「我

上次已經說過了，我不想再說一遍」（學 S4100422、學 S4100520）。此外，研究

者在課堂觀察中也發現，S4 在明顯跟不上進度時，研究者無法即時給予協助時，

經常以兩手一攤，眼神放空的樣貌等待下課，而下課後亦未見其嘗試解決的行動。

母親則表示，「我是不覺得他有太大的改變，可能我們也沒有督促」（電訪母

1000610）。綜合上述資料，研究者評估 S4 面對困難的意志力依然薄弱，並未在

接受此課程後而有所突破。 

S4 在整體希望感中表示，仍覺得英語是個非常困難的科目，但前後測訪談皆

認為是因為「沒有好的學習方法」而成就低落。研究者觀察其整體學習，也認為

S4 對自己的能力還算有信心，「S4 不會將考不及格歸因為能力不足，而多歸因為

『還沒讀熟』」（教 1000422）。此外，S4 在整體評估本課程是否帶來成功的學習

經驗時，表示「不認為」有為自己帶來成功經驗，也「不同意」自己未來可以繼

續學習。 

整體而言，綜合上述評估，該生在方法、意志力和整體希望感上，皆顯示沒

有太大改變。亦即本課程在提升 S4 的學習希望感上，成效並不如預期。該生所

呈現的結果顯示，本課程仍有相當大進步與改善的空間。 

（二）英語成就 

S4 的學習成效非常有限，進步幅度很小，但卻是唯一會在下課時間，願意與

研究者以英語對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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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S4 而言，字彙階段的學習幫助有限，他在階段省思札記中表示該階段課

程「有些已經學會，有些還是不會」（學 S41000325），課程對自己幫助並不大，

「因為有聽沒有懂」（學 S41000325），而且也「無法在獨立學習時使用」（學

S41000325）。研究者評估其前後測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兩部分的差異，發現進步

有限，前測時評估為「自然發音能力弱，多需教師一一告知單音，才能做連音的

拼讀」（教 1000304）、「字彙記憶能力弱，雖嘗試由教師協助所告知的聲音中找

尋對應字母，但正確率度不高」（教 1000304），而後測則為「自然發音拼讀弱，

仍多需要老師協助才能拼讀，較難單字甚至需老師全數告知單音，才能做連音的

拼讀」、「字彙記憶狀況不佳，僅三個字母的單字可獨立且正確記憶，其他經教師

協助後，雖嘗試找出與聲音對應之字母，但正確度並不高」（教 1000610）。 

S4 文法與句子部分的學習成效亦相當有限，雖學生自評都已學會，「可以辨

別並會使用現在式和未來式句型」（學 S41000422），但研究者的課堂觀察和後測

結果卻皆顯示並非除此，「S4 無法跟上小團體上課的未來式句型，雖留下個別指

導時間，但仍不精熟」（教 1000408）、「未來式句型仍不熟悉，will 和 be going to

兩句型的轉換也不 OK」（教 1000610）。此外，S4 還有另一項書寫問題，即書寫

句子時，經常忘記字與字之間的空格，「…但在書寫方面較不熟悉，尤其是字與

字之間的空格須再加」（教 1000311）、「英文句子中，字與字間的空格經多次提

醒與比較正誤寫法後，雖有進步，但仍需研究者時時提醒」（教 1000415），此狀

況一直延續到課程結束皆如此。 

短文閱讀部分，S4 的學習幾乎仍停留在最初進入該班時的程度，沒有進展。

他自評課程閱讀猜測技巧的學習是「我還是不會，我也猜不到」（學 S41000520）。

研究者觀察其上課評估亦如此，「S4 一直努力的跟，但似乎跟不上，然後就開始

放空了」（教 1000506）、「今天 S4 上課又發呆了，請他看著 ppt 找問題學習單的

答案，怎覺得他是做無意識的『抄寫』動作，但並不了解所寫句子的意義，似乎

字和字之間都沒有空格不是『忘記』的問題，有可能根本不懂句子是什麼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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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教 10000513）。 

整體而言，本課程規畫的字彙（含自然發音）、句子（含文法）和短文閱讀

課程，對 S4 的影響非常有限，過程中並未見大幅度的改善。然而，與 S4 下課的

對談，研究者卻發現他是全部學生中，最能自在的在下課開口說英語的學生。某

日，研究者請該生幫忙後跟他說「Thank you.」，他也大方的回應「You are welcome!」

（教 1000311）。此外，S4 的學習成就一直未有大幅度改變，但研究者也發現，

他對完整聲音的掌握遠較文字佳，因此常有「能說出英文，但無法辨識文字的狀

況」（教 1000429），但因無法透過文字記錄聲音供課後獨立複習，而未能精熟並

彰顯其學習成效。未來若能加強此部分的能力，學習成就應能有所提升。 

研究者在陪伴 S4 學習中發現，他的希望感未顯著提升，可能因為越到後面

階段的課程，越感到無法勝任，而不認為課程對他有實質的幫助。S4 的程度遠落

後激勵班其他學生，雖能在個別指導時間中，盡量針對個人需求指導，但若能在

基礎補救部分進行一對一教學，可能會使補救教學效果更為彰顯。此外，該生總

是認份的完成老師指派的任務和作業，但卻也發現經常只是做無意義的抄寫動作，

並未發展成熟的後設認知，監控並再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況。因此，未來的教學，

可能更需在此處著墨，使補救課程更能符合個別學生的需求。 

伍、S5 希望感的成長與改變 

S5 雖在正式課程班級中表現不盡亮眼，但因父母親皆重視孩子的學習狀況，

亦試圖在面對孩子學業成就低落給予支持。該生在激勵班中，落後程度算是最輕

微的。但也因學習機會較激勵班其他學生多，總認為激勵班課程過於簡單，缺乏

挑戰性，而時有上課不專心的狀況。但該生的學習成效，多僅停留在「了解」，

但未「精熟」，因此雖表示「早就都會了」，但實際上卻無法正確做答。經本學期

課程後，該生的希望感並無明顯的改變；而學習成就上雖有進步，但研究者並無

法肯定是受本課程或其他支持系統的影響，因此無法斷言本課程所來的正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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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一）希望感 

S5 進入激勵班時，是全部學生中程度較佳的一位，而他的希望感並未特別顯

現低落；課程結束後，其希望感大致維持原貌，並無太大的改變。 

S5 對英語學習目標還算明確。過去的學習經驗中，他曾對自己設定要「背好

整課單字」的目標（訪 1000304），而在本課程中，雖表示並未設定自己的目標，

但他也告訴自己務必跟上上課的進度，「就跟著老師上課的進度學，但一定要跟

緊就對了」，未來則希望自己期末考試可以得到 100 分（訪 1000603）。 

S5 在方法面向的學習，雖自評三階段的課程內容皆已學會，認為「背單字變

簡單了，文法句型有比較容易，短文閱讀比較不可怕了」（訪 1000603），但研究

者在教學觀察中也發現，S5 雖能使用自然發音背單字，但在課程初期，S5 仍常

因為對聲音所對應字母不甚熟悉，而再重回以死背的方法完成記憶任務，此狀況

直到課程結束，才有較大幅度的進步。至於文法句型，研究者評估成效不錯。S5

自評已學會如何辨別和使用現在式、未來式句型（學 S51000422），與研究者觀

察課堂回饋與後測結果吻合。而短文閱讀部分，學生自評「猜測的技巧已學會，

而且猜測都蠻準的」（學 S51000520），與研究者觀察評估結果亦相當吻合。 

而意志力面向部分，雖有部分成效，但其行為表現仍不甚穩定。S5 評估自己

有決心想要達成目標，自評對激勵班上課的堅持度是5分，因為「有時候不穩定」，

與研究者課堂觀察還算吻合，「S5 在本期課程中表現還不錯，雖有時疲累、不耐

煩便會在下面偷寫作業，但經勸導後，多能立即改善」（教 1000513）。但研究者

也發現，外在誘因可有效提升 S5 對學習的堅持。例如，S5 在後測訪談中表示，

以「學期結束可能有禮物」的理由，激勵自己在週五下課後仍堅持繼續來上激勵

班課程（訪 1000603）；在閱讀階段的省思中，「想對老師說…」的開放問題亦表

示「禮物多一點，增加學習的動力」（學 S51000520）。 

整體而言，S5 本身並非希望感極度低落的孩子，而本期課程結束後，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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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並無太大的改變。而外在誘因雖能提升該生對學習的堅持，但意志力的培養，

最後仍應回歸學習者內在自發的動力，才能有效持續對英語學習的希望感。 

（二）英語成就 

S5 的學習成就進步不少，字彙階段研究者雖發現 S5 仍常重回以「死背」的

方式記憶單字，但此情況至本課程結束，已大幅改善。S5 認為字彙階段的學習，

對他有所幫助，因為「單字變得比較好背，也不用花那麼多時間背了」（學

S11000325）。研究者評估其上課成效還不錯，「今天狀況還很好，單字的讀法與

拼法還不太精熟，須透過回家作業再加強」（教 1000401）。而評估前後測差異也

有相當大的進步，前測的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部分，研究者評估為「自然發音多

需教師告知單音，才能做連音的拼讀」（教 1000304）、「雖能記憶單字，但仍多

已死背的方式記憶，需在教師協助下才能使用自然發音」（教 1000304）；但研究

者對該生的後測評估則為「自然發音部分表現良好，所有單字皆能獨立或老師少

許協助下，正確拼讀」（教 1000610）、「字彙記憶表現不錯，單字多能正確以自

然發音拼讀進行記憶」（教 1000610）。 

文法和句型部分，S5 的學習成效不錯。自評可辨別現在式、未來式句型，能

使用未來式句型，但不知道如何在 will 和 be going to 兩句型間轉換。研究者評估

其課堂學習單，未來式句子的書寫雖稍有瑕疵，但經解說後問題多已解決；而兩

未來式句型的轉換練習，也未見其錯誤處。而後測部分，研究者評其估未來式句

型的使用皆能正確做答，整體而言，此部分的學習成效還算不錯。閱讀理解部分，

學生自評「已學會」，且能多能根據線索有效的猜測（學 S51000520），與研究者

評估其上課回饋與後測節果一致，顯示其學習表現穩定。 

綜合言之，S5 的在激勵班的學習成效不錯，有明顯的進步。然而，該生亦曾

表示，放學後仍有家教老師陪伴，指導英語學習並複習學校所學，而家教老師亦

強調以自然發音背單字的策略。因此，研究者無法確定該生在激勵班的大幅度進

步，是否也受家教上課的正面影響。但研究者仍抱持樂觀的態度，不論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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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何種課程較多，只要是正向的遷移，那就是達到教學的功效了。 

S5 進激勵班前，家庭已為其準備相當完善的課後複習作業的支持系統，包含

家教老師上課、家人的陪伴。因此，雖以英語學業成就低落進入激勵班，但其英

語程度在激勵班中，可算是最優秀的。為激勵班而設計的課程對他也稍嫌簡單，

較不具挑戰性，若能在個別指導中，給予更具挑戰性的任務，加速學習的步調，

或許能激發更強烈的學習動機，更提升補救教學的成效。 

陸、S6的成長與改變 

S6 是個情緒表達強烈且直接的孩子，挫折容忍力較低，容易因「不順心」而

情緒爆發。又因家庭未能給予充足的關懷，學校生活中非常需要老師與同學的關

心，但卻又常以不合適的方法表達需求，以至於常被誤會搗亂或胡鬧，未能獲得

關懷後，再度爆發憤怒的情緒。此外，該生因三年級才轉入本校，銜接課程時感

到適應困難，而對英語學習感到厭惡。本課程的教學，雖強調希望感融入英之學

習，但過程中亦需特別處理該生的情緒表達方式，引導以合適、合理的方法表達

需求。經本課程學習後，該生的希望感與英語成就稍有進步，唯進步幅度不大，

但若能繼續陪伴其成長，應能有成效彰顯的可能。 

（一）希望感 

S6 的成長非常緩慢，改變非常細微，又其情緒表達較為強烈，研究者常誤以

為教學是否並未對 S6 產生效果，但重新翻閱教學觀察省思，又能從師生對話紀

錄中，發現 S6 細微進步的軌跡。 

S6 剛進入激勵班時，對英語學習感到厭惡，沒有為自己設定任何目標，更表

示「非常不想學」，因為三年級時轉入希望國小，面對同儕都已有兩年的英語學

習基礎，而自己卻毫無基礎便要進入第三年的英語課程，「我根本就聽不懂，就

不想學了」（訪 1000304）。但在字彙階段結束後，研究者再次詢問 S6 在本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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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狀況，他的態度稍有轉變，「我有聽懂一些，我以後上課都聽懂一些，是不

是就可以學會？」（訪 1000325）。研究者協助其確立每次上課，都必須至少學會

「一項」內容，例如：學會用自然發音記憶一個單字、學會一組句型。而對未來，

他表示「希望期末考可以達 65 分，其他不用想太多，想了不能實現也只是『想』」

（訪 1000603）。S6 在目標設定上，非常現實且具體，他認為英語學習成功等於

考試得高分，至於長遠目標則認為短時間內不能實現，無須提早擔憂。 

方法面向的學習，S6 認為字彙記憶、文法句型和短文閱讀皆有比較容易學習，

因為「上課有聽懂一些」；但研究者的課堂觀察與 S6 填寫的階段省思，卻呈現此

三部分的學習成效未盡精熟。自然發音拼讀與字彙記憶皆須研究者協助，才能正

確拼讀，而 S6 自評「2/3 已學會，1/3 還不會」（學 S61000325）。而文法句型的

學習，S6 多只記得有學過，但無法正確使用句型，他評估自己「無法辨別現在式

和未來式的句子」、「不知道 do/does 和 will 問句的回答方式」（學 S61000422），

但在研究者個別指導下，S6 多能完成句子練習。S6 在短文閱讀部分，雖能在課

堂引導中學習猜測的技巧，但獨立閱讀時，仍有相當大的理解障礙。 

意志力面向的學習，研究者評估成效有限。S6 多次在課堂中，因為學習單、

省思札記不會寫，研究者未能即時給予協助而發怒，憤怒後即任由情緒擺佈，需

待其情緒平復後才能繼續學習任務。S6 在後測訪談中評估自己在本課程的堅持度

很低，因為「很煩時就不太想學」；而是否願意在面對困難時堅持到底並嘗試解

決問題，則表示「要看有沒有人可以幫我，看心情而定」（訪 1000603）。 

整體而言，S6 在英語學習的希望感上，在目標設定與方法的學習部分稍有提

升，但在意志力堅持上，則仍常受負向情緒影響而喪失動力。大致而言，若能再

就其基礎能力與情緒管理做加強，該生的希望感應能更有效的提升。 

（二）英語成就 

S6 的領悟力高，狀況好時多能一點就通，但在激勵班上課時，他的情緒不太

穩定，時有情緒爆發的狀況，而使學習成效有相當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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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彙階段的學習，成效尚可。自評在課程中的學習「2/3 已學會，1/3 還不會」 

（學 S61000325），已學會的部分對現階段的學習有所幫助。研究者評估其前後

測的差異，稍有進步。研究者對其自然發音與字彙記憶的前測評估為「自然發音

需要老師一一告知單音，才能勉強做連音的結合；連音連的很彆扭」（教 1000304）、

「字彙記憶教師雖給予協助：一一拆單字之音素，但仍不太能找出對應聲音的字

母」（教 1000304）；而後測研究者評估為「各單字間，自然發音拼讀能力落差甚

大：有些字可獨立拼讀；有些僅需教師少許協助；有些老師已全數告知單音，但

仍無法做連音的組合。有些很簡單的字給予協助依然拼不出來。無法拼讀的，似

乎不受字的長度而有絕對影響」（教 1000610）、「字彙部分多可獨立念出聲音，

但是字母與聲音間的聯繫卻無法做有效且穩固的連繫，有些字可以透過聲音拼寫

出來，但多數依然沒辦法」（教 1000610）。 

S6 文法和句子的學習成效相當有限，他認為自己無法辨識現在式和未來式之

時態，不知道如何使用 do/does 和 will 句型，也不知道如何在 will 和 be going to

兩句型間做轉換（學 S61000422），與研究者評估其課堂學習和後測表現吻合，「不

熟悉未來式句型，現在式句型亦未精熟」（教 1000610）。而短文閱讀部分與亦與

上述成效類似，未盡彰顯。 

整體而言，本課程對 S6 的學習成就影響有限。但研究者認為，課堂中該生

在情緒爆發後，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才得以平復，等待情緒緩和中，S6 無法進行任

何學習，因而使學習進度遠落後小團體許多。雖研究者試圖以個別指導時間補足

落後部分，但效果亦相當有限。研究者觀察該生的課堂回饋發現，S6 的領悟力很

高，但學其總深受情緒影響而未能在團體中有效學習，未來若能繼續培養其情緒

管理的方法，應能對其學科學習有所正面影響。 

S6 是個情緒波動很大，且非常需要他人關注的孩子。陪伴他學習的過程中，

研究者發現，該生唯有在情緒穩定下，才願意參與學習活動，進行有效的學習。

因此，安撫並穩定其情緒是進入教學前的必備作業。此外，協助他再檢視上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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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發表、憤怒時的情緒表達，對他的行為和情緒管理有不錯的效果。但研究者

觀察其課堂種種脫序的行為，似乎多與其複雜的家庭背景有所關聯，若能透過多

方輔導，應能對其低落的學習成就有所實質的影響。 

整體而言，六位學生雖個別差異甚大，但但研究者仍依其希望感的高低，歸

納為四類型學生：個別教學型（S4）、情緒困擾型（S1、S6）、缺乏自信型（S2）、

過度自信型（S3、S5）。個別教學型的學生，因最容易面對困難即放棄，屬於最

低希望感者；情緒困擾型的學生，面對困難不會立即放棄，但以情緒爆發的方式

表達需要協助的訊號，屬於次低希望感者；缺乏自信型的學生，則是想把英語學

好，但飽嘗挫敗經驗後，便以自責的方式歸咎之，而愈顯沒有自信；過度自信型

的學生，對自己很有自信，但因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屢經失敗經驗。相較於前者面

對失敗便立即放棄，研究者將缺乏自信型和過度自信型歸類為較高希望感的一

端。 

「個別教學型」的學生，其英語程度已達需進行個別指導的層級。該類型學

生並非「不能學」，而是其能力和團體落差過大，自然無法適應團體學習。若能

在個別教學中，以適合其程度的教材和與其學習風格相符的教學方法，應能有效

提升其英語成就，再次回歸主流的團體學習，也較能讓學生獲得成功的學習經驗，

重燃對英語學習的希望。「情緒困擾型」主要為情緒管理能力較差，挫折容忍力

較低，多因情緒高漲而影響學習。教學者處理此類型學生時，無需急切進入學科

之學習，若能優先處理其情緒問題、指導情緒管理的方法，提升希望感等情意素

養，應能較順利進入學業成就的提升。「缺乏自信型」的學生，雖很想把英語學

好，但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統，而一直未能解決學習的困擾。教學者若能指導其有

效的學習方法，協助解決學習困難，並多給予支持和鼓勵，應能有效提升該類型

學生的學習希望感與成就。「過度自信型」的學生，並不屬於沒有希望感的孩子，

而是他們總對自己有過度的自信，高估自己的能力後，設定與實際能力不相符的

目標，在屢遭挫敗後，不知如何面對問題。教學者若能協助學生將其目標做更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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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的規畫，讓學生在依序完成小目標後，則能達成原先設定的大目標，減少學生

頻頻面對挫折，卻又不知如何面對的窘境。此外，除了將目標做更精緻的規畫外，

讓學生有更精確衡量自己程度的能力亦顯得重要。教學者可呈現其學習的軌跡，

協助學生了解自己最近的學習狀況，據此為自己做更精確的規畫。透過達成具體

目標所獲得的成功經驗，也才能為此類型學習者帶來真正的希望感。 

綜合言之，本課程方案之設計，希望感在量化數據上顯示未顯著，但對個別

學生仍有些許正向影響。質性資料本教學方案，在提升學生的希望感上，呈現三

種成效：大幅度進步、小幅度改變與維持原狀。而在提升其英語成就上，個別學

生間進步幅度大異其趣，未來可能繼續努力的方向也不盡相同。同時綜合量化和

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研究者亦明白本課程的設計和規劃，仍有相當大再精緻化

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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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補救教學方案，能否提升低成就學生的

希望感與英語學習成就。研究者根據第四章呈現的歷程性資料與第五章量化、質

性資料之分析，對本研究做出結論與建議，提供未來實施英語補救教學與進行相

關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節就希望理論為基礎的課程方案，是否能提升國小六年級英語學習低成就

學生之希望感與學習成就做說明。 

壹、 學生在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之表現未達顯著進步 

學生希望感的改變，量化資料多顯示未達顯著，但質性資料中卻能察覺其細

微的改變。研究者認為，希望感（或情意面向）的陶冶與培養，很難在短時間裡

即可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不僅如此，提升學生希望感過程中，亦無法產生立即

到位的效果：即課堂中雖能帶給學生成功經驗，建立自信，但回歸大班級學習或

獨立學習時，未必有相關的支持系統時，學生在挫折經驗中對學習的希望感可能

又再度降低，必須再回到補救教學中重新獲得能量，才能再次面對主流環境的挑

戰。因此培養學生對弱勢學科的希望感，必須更長久經營，才可能獲得穩定的顯

著效果。 

一、課堂學習目標之溝通有助於學生學習，但個人長短期之目標設定，需再仔細

評估 

本研究以 C. R. Snyder 的希望理論為基礎設計英語補救教學課程，學生雖能

在課程中在研究者引導下設定自己的目標，但重新省視後也發現，學生設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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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中有些過於龐大，與學生當時能力未盡吻合，若能再設定更具體的短期目標，

應能使「目標」的設定更符合 Snyder 認為目標能導引個體前進的效果。而各堂

課的目標設定，則與學生溝通學習材料的意義，讓學生了解課程安排與其學習的

關係後，有較高的學習意願。 

二、英語學習策略的指導見效，但需再與希望感量表陳述做整合 

方法面向的學習，研究者特別著重於英語學科學習方法的指導，學生在英語

學習策略的學習下，自然發音、字彙記憶、文法句型和短篇閱讀都有顯著的進步。

然而，兒童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在方法面向的問題，卻多著重於詢問學生是否能

想出方法幫助自己學習，或者遇到困難時能否想出方法解決，與課程所著重的面

向，在語句陳述上稍有落差，研究者猜測這有可能為此部分未達顯著效果的影響

因素。未來若能減少兩者之落差，應能獲得較顯著之研究結果。 

三、意志力的提升改變不明顯，但可從課堂互動過程中看見其進步的軌跡 

至於意志力部分，研究者除了提升學生面對挫折勇氣外，更強調協助學生處

理負向情緒的方法。意志力的培養與提升在做法上並不容易且費時，教學者必須

有足夠的能力引導學生思考其問題，並能不帶威脅的向學生具體說明其看法的矛

盾處，共同找到更合適的因應困難方式。不僅如此，學習者意志力的改變相當細

微不易發現，但比較課程初期與後期的差異，卻又能看見進步的軌跡。學生意志

力改變初期雖不盡穩固，時有故態復萌的狀況發生，但經教學者提醒或呈現其進

步的證據後，多能讓學生在面對課堂挫折時，耐著性子嘗試解決問題。因此，意

志力的培養更需延長時間才能看見大幅度的改變與成效。 

四、不同類型學生，其缺乏的希望元素也不盡相同 

除了上述從希望理論三面向歸納學生希望感的改變外，研究者亦從歸納不同

類型學生中發現，雖然希望理論的三元素，對各類型學生的低成就皆具備強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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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解釋；然而，研究者亦發現，不同類型的學生，其所缺乏的關鍵希望元素並

不甚相同，若教學者能敏銳的發現學生需求，並據此給予最合適的協助，應能更

有效提升各類型學生的希望感。 

總之，本研究結果之呈現，量化資料雖顯示希望感的改變雖不顯著，但卻能

在質性資料等細微處發現學生進步的軌跡。因此，進行情意面的相關教學時，教

學者若能培養觀察學生表現的敏銳度，透過多方資料的收集，更準確評估學生的

需求與學習成效。 

貳、 學生在英語成就測驗之進步皆達顯著 

本研究在學生英語成就部分，分析結果顯示有不錯的效果。本課程中著重的

英語學科知識分別為「自然發音」、「字彙記憶」、「文法句型」與「短篇閱讀」四

部分，配合課程方案三階段規劃，將前兩部分納入「字彙階段」，而後兩部分則

分別為「句子階段」和「閱讀階段」。英語學習程就不論在量化或質性資料，皆

顯示有顯著進步，以下分別就各階段說明。 

一、字彙階段（包含自然發音和字彙記憶） 

字彙階段中，確立本階段學習目標，讓學生了解該階段的學習意義，並指導

有效率的學習方法後，學生在自然發音拼讀和字彙記憶有顯著進步，在基礎字彙

學習上成效不錯。但此部分意志力的討論稍嫌薄弱，其影響較不顯著。 

二、句子階段（含文法、句型之使用） 

句子階段的學習，學生在了解學習文法和句型的意義，並學習如何使用的方

法後，對此部分的學習也較為順利。但研究者評估整體學習成效，僅達「聽懂」

和「學會」，並未達研究者預期「精熟」的程度，因此學生在使用文法和句型上，

仍未能精確使用語言，偶有瑕疵需再經修正。另外，學生在面對學習句子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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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較願意嘗試猜測，而非立即放棄。 

三、閱讀階段 

閱讀階段的學習，研究者除了向學生說明閱讀與英語學習的關係，指導閱讀

的猜測技巧，更強調透過短篇文章傳遞提升意志力的訊息，以彌補前兩階段著重

於目標設定和方法策略的學習，較忽略意志力培養的不足。此階段的教學，研究

者評估引導意志力的討論仍有再進步的空間，但透過閱讀文章技巧的學習，學生

似乎漸能體會做智慧性的猜測有助於理解文章，也多願意與同儕、老師討論其猜

測的理由，共享閱讀的樂趣。 

參、 教學者的希望感也在過程中被提升 

本研究中，研究者同時以教學者的身分進入教學現場，實踐本研究所設計之

課程方案。教學實踐之過程並非順利無礙，研究者也常在過程中，面對頻頻出狀

況的激勵班，令人感到心灰意冷的教學瓶頸；或者在挫折中想以交差了事，做完

就好的消極心態面對桀敖不馴的學生。然而，希望理論帶給研究者最大的震撼是，

透過教學實踐此理論的同時，它讓教學者將希望理論的模式圖（圖 2-4-2）深刻

的印在腦海中。因為，以此思維指導學生如何面對學習時，研究者也逐漸習慣以

此思維解決自己在教學中所面臨的問題。教學者的希望感也因此在無形中逐漸被

提升。 

雖研究者從希望理論中獲益良多，尤其是在解釋與歸類學生學習問題上，能

提供教學者一個簡易明瞭的學理解釋基礎，但將此理論在實際教學中實現，仍有

賴學科領域的基礎，才能將具體發揮希望理論的精神與意涵。希望理論原先並非

特定是用於單一領域，因此 Snyder 提出如何提升方法和意志力的做法，多屬於

上位概念性的建議。研究者認為，將希望理論運用於特定學科時，不能只停留在

唱高調式的呼喊，而須透過學科的學習理論，發展具體可操作的學習和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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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意志力部分，也必須透過相關學科理論知識，了解達到該學科成功學習

者所具備的意志力特徵為何。否則只有概念性的建議做法，卻無具體施行之建議，

不免讓教學者誤認為不切實際。因此，希望理論在特定學科中運用時，仍需與學

科理論配合，才能更具體發揮其功效。 

綜合言之，透過希望理論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顯示為可行策

略。然而，因研究時程較短，雖已收集先前相關研究資料參考，但在實際操作上

仍有許多可再精緻化的空間。以下，研究者將根據本研究結果與不足處，提出相

關建議。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結論，研究者提出下列建議，提供未來教學者、學校行政團隊、家

長與研究者，進行國小六年級英語學習低成就學童補救教學之各種參考。 

壹、 對教學者的建議 

一、教師需在教學心態有所成長，在教學專業有所增能 

教學者除了須具備高希望感外，教師心態上的自我成長與專業的自我增能，

在教學中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教學中，面對學生各種正負向、理性或非理性、

合理或不合理等回饋，教師若能正向解讀之，理解其真正需求，應較能讓老師在

頻繁處理學生問題中，免於感到彈性疲乏。此外，教學專業的增能上，吸取更多

新知識，以新觀點、新框架重新詮釋教學現場面臨的問題，並思考可能的解決觀

點。特別是教育環境的改變，學生的家庭教育方式、少子化影響學生手足數目等，

皆與現職教師的成長背景大異其趣。因此，當教學者頻頻抱怨「學生愈來愈難教」

的同時，若能以嶄新的知識面對困難，應能在處理問題上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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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防勝於治療，教學者於一般教學中，即需培養學生對學習的希望感 

學生的希望感必須在平日學習中就培養，不能等到缺乏時才開始著手。喪失

希望感的心靈有如生病般，需要更多時間修補、等待復原。若能在一般教學即賦

予學生學習的希望感，則應較能避免學生因挫折而對學科學習產生「不能學習」

的習得無助感與抗拒感。此外，本補救教學雖以希望理論設計課程，強調以希望

感帶動學生的學習成就，但此希望感的概念若未能與一般課程做有效的銜接，則

提升學生希望感的效果也將相當有限。 

三、教學者亦可透過希望理論，提升自己的希望感 

教師希望感在教學中影響教學成效深遠。進行教學創新的過程中，教師必定

在追求成效與創新中，承受相當大的壓力與矛盾。改變既有的教學模式，對師生

雙方而言，都是相當大的挑戰。而教師在教學中面對困難與挑戰是不可避免的，

但若能以希望理論的模式思考：將困難或挑戰視為待解決的目標，理性思考數個

可行的方法，允許自己有多次嘗試與改進的空間，應能讓教學者在面對困難時，

以較建設性的問題解決思維克服困難。不僅如此，將焦點集中於問題解決上，也

較能讓教學者在教學瓶頸中，思考並找出任何可能改善的方式，而非立即放棄，

重回熟悉的但仍有所不足的習慣教學方式，如此也才可能在教學生涯中，激發出

不一樣的火花。 

貳、 對學校行政團隊的建議 

一、補救教學需依照學生需求，進行「小團體」或「個別式」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的實施需再更細緻評估學生的學習弱勢。以 three-tiered 之概念而言，

大班級學習落後的學生，其落後程度不一：有些以 tier 2 的小團體輔導，即可產

生有效的學習；但有些學生可能已達 tier 3 的個別輔導需求。若行政團隊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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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而將不同需求的學生全數安置於小團體中進行補救教學，可能影響補救教

學之成效。為有效提升並協助低成就學生，順利重回大班級學習，有效評估合適

的補救教學方法乃勢在必行。 

二、學生的低成就須配合情緒管理、生活等輔導，才能使補救教學成效顯著 

學生的學習低成就現象，只是反應其學習與成長問題的結果，至於影響成因

則非常廣泛。除了缺乏學習策略，有賴學科教師的加強輔導外；學生的情緒管理、

心理需求以及家庭困擾等，亦需與學校相關行政團隊配合，多方輔導學生的心理

需求，使學生在生、心理狀態皆達到穩定狀態，方能期待他們能在學習成就上有

亮眼的表現。 

三、轉學生的課程銜接需謹慎實施 

陪伴 S6 學習的過程中，他曾強烈的表達因初轉入新學校時，對英語課程適

應困難，而厭惡學習英語。各縣市因經費來源不一，國小英語教學尚未全國統一

於一年級起施行，因此轉學生的先前學習經驗未必能與所轉入學校之經驗相符合。

銜接課程目的在於補足學生於前後學校經驗的差距，一旦能順利進入新生活的學

習，並無適應不良狀況，便無需再給予額外的銜接輔導。若能由教學與行政團隊

規劃銜接課程，應能對學生在適應新生活上有所幫助，也較能避免適應不良而產

生抗拒學習的負面效果，進而影響未來的學習。 

參、 對家長的建議 

一、家庭生活對孩子的在校表現有所影響，家長不可輕忽 

家庭生活方式對學生在校學業表現亦有所影響。本研究發現，學生無心於課

後複習所學，或者上課發表不當言論，與其家庭生活有些許關聯。因此，解決學

生的學業成就低落、言行不當、情緒失控等學習問題之「結果」，應思考造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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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的可能原因。與學生互動過程中，學生頻表示對親子關係的不滿、管教過

當，或者因家庭外務需要幫忙而無暇複習課業等，皆顯示家庭生活方式對孩子的

在校表現有所影響。因此，檢討孩子學習成就低落時，亦需對家庭生活方式有所

省思。 

二、家長需多關注孩子的學校生活，並多陪伴孩子，了解其需求並督促其學習 

除了家庭生活對孩子的在校表現有所影響外，研究者亦發現，家長對於孩子

學習的態度亦有所影響。與學生互動中更發現，參與激勵班的學生中，不乏提供

良好學習環境的家長。但卻也發現，提供充裕的物質環境外，家長並未能陪伴孩

子，聆聽其需求、了解其學校生活或學習的感受，未在家庭教育中教導孩子合適

的情緒管理。此外，多數家長並未督促孩子，養成每日花少許時間讀書的習慣。

因此，孩子回家後，多完成學校作業後，便沉溺於網路、電視等聲光影視，或無

聊、發呆與閒晃中度過，未能有效利用空餘時間學習，而使其雖已接受課後班之

加強輔導，但進步仍有限。整體而言，家長若能每天花一些時間聆聽孩子的心聲，

陪伴孩子做有意義的學習活動，都可能對孩子的學習情緒與成就有所正面影響。 

肆、 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 可嘗試採用實驗控制與統計控制，釐清因果關係，增加研究的推論性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部分，面臨最大的困難是參與研究學生數過少，為兼顧課

堂的同儕互動機會，不再將 6 位學生拆成實驗、對照兩組上課。但以釐清因果關

係和研究推論性而言，量化研究之實驗法仍較具說服力：透過實驗組與對照組之

比較，可清楚了解實驗教學之課程與學生學習的因果關係，且實驗課程亦可提供

未來教學之使用。然而，補救教學以 three-tiered 的概念來看，較適合以小團體或

個別教學進行之，未能無法滿足大樣本的假設，為平衡理論與實際的落差，可採

無母數統計法解決小樣本的限制，同時亦能獲得較具推論性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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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長研究時程，希望感的改變可能較為顯著 

研究者進行一學期的研究發現，其不足處為研究時程較短，僅規劃 12 週的

課程。然而，研究結束後卻發現，希望感的提升以及情緒管理等情意面的陶冶，

需要更長時間的陪伴、等待和努力，才能有較穩定的進步。情意素養的改變，不

如認知能力的提升，指導有效學習策略便能在較短時間內有明顯的改變。因此，

面對抗拒學習、希望感低落的孩子，若欲藉由改變其心態及信念著手，進而提升

其學習成效，延長總學習時間，應較能有顯著的效果。 

三、英語成就測驗之試題編製可嘗試跳脫使用教材的限制 

本研究之英語成就測驗，前、後測內容範圍不完全相同（前測為 Hello, Darbie!

第七至九冊，後測則為第七至十冊）。雖如此的設計，乃為配合課程內容，評量

學生在本課程學習後的改變狀況。但此命題方式也帶來前、後測題目不一致的問

題，試題不一致是否為測驗結果有差異的原因，而非如研究者預期學生因成長、

進步而在測驗分數上有所改變。未來研究者若進行前、後測試題編製時，或許可

考慮跳脫課程使用教材的束縛，從九年一貫綱要中取得該年級學生須具備的語言

能力和應學習的內容等資料，再進行測驗試題編製，減少學生學業成就測量之誤

差，使測量結果更公平、客觀。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若能在國小階段即提供低成就學生合適的補救教學方

案，對其學習將有所助益。「學習低成就」只是學習的結果，研究中發現其成因

並非單純僅由「學習」所造成，更多可能由學習的「情緒」等面向所影響，因此

兼採認知和情意的補救教學方案，在協助低成就學生面對自身學習問題與適應時，

應更能對低成就學生做全面的輔導。本研究以 Snyder 的希望理論觀點，試圖解

釋並解決國小英語學習低成就生的學習問題，研究結果顯示為可行之法，但仍有

許多可以再進步的空間。也期待未來的補救教學現場，能在學術的研究基礎上，

發展更有效的補救教學方案，以具體實現「把每個孩子帶上來」的教育理念。 



174 
 

  



175 
 

後  記 

最後一堂課的下課鐘聲響起，我的心情也像六月的南風一樣輕，一抹微笑輕

飄飄的揮過臉龐，「終於完成了！」這是一種壓力卸除的喜悅。從著手準備論文，

道進入現場將近一年半的時間，我的壓力不只來自於研究所課業的要求，更來自

於對教育的使命，一種想改變但卻有強烈的不確定感，教學中不盡理想的表現也

常讓自己懷疑「是否真的可行」，偶而也會不爭氣的想：開發什麼新方法，照著

教不就行了。 

從進入教育心理學領域開始，我獨鍾「習得無助感」。不論從動物實驗、教

學經驗到自身體驗，Seligman 的發現，啟發我更能同理的面對學生對學習無力、

想放棄的心情，同時也更了解自己為何對無力改變的事情以如此冷漠的態度面對，

也終於了解「心死」的學理意義。就像 Seligman 說的，過度強調習得無助感的

結果，並未能真正讓個體脫離晦暗，如何讓無助的個體從泥淖中獲救，或許正向

心理學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方向。我就是在此時，接觸了「希望理論」。 

進行有關希望理論的研究中，的確對我的思維方式有所正面影響：面對問題

時能嘗試以目標導向（以解決眼前問題為目標）的思考面對之。但我必須說，這

是個「長期」的經驗累積。我在研究的教學中面對「教不會」的瓶頸時，我也多

次懷疑是否可行；學生情緒爆發時，我也很想回到樹立教師權威的方式，就像小

時候在教師、大人權威下長大一樣，讓學生因為有所恐懼而不敢在課堂中為所欲

為。我也常在下課鐘聲響起時，帶著憤怒、和朽木不可雕也的無力感，漫無目標

的在路上遊走。但幾次後，我也漸漸發現我的心情其實和一般教師以及情緒常常

爆發的學生沒有兩樣，自己好像越來越冷漠，也好像常常讓負面情緒影響備課的

動力。我覺得自己在研究中，也並非一直都這樣的負面。如正文中所述，我不斷

在理論和實務間穿梭，多次咀嚼和反芻理論的精神時，也漸能身體力行的實踐希

望理論的模式圖。我試著在後記中，更坦白的把自己在教學中的灰心、無力呈現，

因為我也想讓大家知道，教學者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無奈和灰暗面，但當我們試

著修復自己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能更具同理心的協助學生修復面對學習的陰影，

並更理解學生在情意面的修復，不是立竿見影但卻影響深遠的效果。 

此外，在傳統與突破的角色中，我也面臨著兩種角色的衝突。我在大學階段，

受過完整的英語教學訓練，但當時（甚至是現在）的主流教學，似乎較著重認知

方面的指導，教學法、教材等都為認知教學而準備；至於情意面，雖在第二語言

習得理論中稍有提及，但如何操作、如何在教學中具體實現，這部分的訓練相較

之下稍嫌不足。但我在研究中，試著實現的就是在補救教學中平衡兩者的落差，

因為不論從一般教學的原則或語言學習理論中，皆同意認知與情意兩因素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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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否成功的重要變項。我雖然有很大的理想，但在實際執行上，最大的困難

仍是自己內心的矛盾。激勵班的教學給予老師很大的空間發揮，但身為教學者，

我仍感到擔心且矛盾：我想安全的完成任務，卻又想做點不一樣的事情。我擔心

學生能否在回到一般教室中，產生立即的效果。目前一般教學場域，主要仍以認

知分數呈現學習的成效。如果能有立即的分數進步，是否也較能對學校有所交代？

當我有這樣的想法時，便急切的想趕上進度，幫孩子們複習或預先準備，這樣他

們就能順利回到班級中學習。但我總在上完課寫省思時發現又重回一般的英語教

學，便設法在下一次教學中做改進。但我覺得這樣的模式，我並不滿意：如果把

這十幾堂課視為一列火車，我就像個追趕火車的旅客，而不是掌握何時停、發車

的列車長；這樣的追趕，我又更像走在鋼索上表演的小丑，手中的平衡木分別掛

著「認知」和「情意」兩袋使命，觀眾看得屏氣凝神，自己也是心跳加速、腳底

發麻的通過鋼索。在我完成最後研究報告的撰寫時，我也赫然發現，自己角色的

衝突和心理的矛盾，才是真正讓教學在認知與情意中擺盪的主因。 

最後，更值得一提的是教學者願意否坦承的卸下心防，與自己或教學夥伴檢

視教學之不足處。我在教學中撰寫省思紀錄時，很常停留在抱怨的層次。雖有省

思檢討的部分，但總等到事過境遷、心情平復，準備開始撰寫結果，整理資料才

深覺當下省思深度的不足。教育行政理論中的同僚視導（collegial supervision）

的觀點或許可以是幫助自己突破盲點的方式。運用同儕合作、信任與專業的基礎，

觀察彼此教學活動，並提供建設性回饋，達到專業成長的目標。我覺得深度的省

思必須在教學進行中及時實踐，若等待事過境遷的平復才能做深度檢討，則教學

中，檢討與再實踐的功能便須延長許多時間，才得以顯現其效果。而且，教學者

若沒有批判的敏銳度，可能陷在情境中，很難發現自己教學的不足，所以若有教

學夥伴的合作，應能突破盲點、彌補不足。 

總而言之，經此研究的實際操作，雖成效不如預期，但我仍相信先前研究與

學理所支持的論點，提升學生的希望感對長遠學習有相當正面的影響。我必須承

認，這樣的研究，在實踐上深富挑戰性，除了創新的挑戰，更有教學者內心矛盾

的釐清。當然，這些挑戰並非不能克服，我更相信，像希望理論模式般，鎖定目

標、用對方法、堅持到底，終能在過程中獲得一些預期和非預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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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英語成就測驗試題分析表 
 
※第一部分（自然發音拼讀）之試題分析 
題號 難度 P=(PH+PL)/2 鑑別度 D=PH-PL 保留試題 刪除或修正試題 

1 0.79 0.43 
 

 
2 0.50 1.00  

 
3 0.50 1.00  

 
4 0.63 0.40  

 
5 0.72 0.57 

 
 

6 0.64 0.71  
 

7 0.86 0.29 
 

 
8 0.64 0.71  

 
9 0.64 0.71  

 
10 0.63 0.40  

 
11 0.64 0.71  

 
12 0.49 0.69 

 
 

13 0.56 0.55  
 

14 0.49 0.69 
 

 
15 0.64 0.71  

 
16 0.63 0.40  

 
17 0.56 0.55  

 
18 0.64 0.71  

 
19 0.72 0.57 

 
 

20 0.49 0.69 
 

 
21 0.63 0.40  

 
22 0.49 0.69 

 
 

23 0.50 1.00  
 

24 0.79 0.43 
 

 
25 0.86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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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字彙記憶）之試題分析 
題號 難度 P=(PH+PL)/2 鑑別度 D=PH-PL 保留試題 刪除或修正試題 

1 0.44 0.75  
 

2 0.47 0.94  
 

3 0.41 0.81  
 

4 0.47 0.94  
 

5 0.67 0.54  
 

6 0.63 0.73  
 

7 0.47 0.94  
 

8 0.47 0.94 
 

 
9 0.63 0.73  

 
10 0.28 0.43   
11 0.44 0.75   
12 0.47 0.81  

 
13 0.47 0.94  

 
14 0.47 0.94  

 
15 0.63 0.73  

 
16 0.44 0.75  

 
17 0.47 0.94  

 
18 0.63 0.73  

 
19 0.47 0.94  

 
20 0.67 0.54  

 
21 0.44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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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文法與句型）之試題分析 

題

號 
組別 

選答人數百分比 
難度 鑑別度 

保留 
1 2 3 刪除或修正 

1 
高分組 100.0%* 0% 0% 

0.65 0.69 
 

低分組 30.8%* 38.5% 30.8%  

2 
高分組 23.1% 76.9%* 0% 

0.54 0.46 
 

低分組 38.5% 30.8%* 30.8%  

3 
高分組 0% 0% 100.0%* 

0.62 0.77 
 

低分組 53.8% 23.1% 23.1%*  

4 
高分組 0% 84.6%* 15.4% 

0.62 0.46 
 

低分組 38.5% 38.5%* 23.1%  

5 
高分組 0% 0% 100.0%* 

0.81 0.39 
 

低分組 15.4% 23.1% 61.5%*  

6 
高分組 0% 100.0%* 0% 

0.58 0.85 
 

低分組 46.2% 15.4%* 38.5%  

7 
高分組 69.2%* 7.7% 23.1% 

0.50 0.38 
 

低分組 30.8%* 46.2% 23.1%  

8 
高分組 0% 100.0%* 0% 

0.88 0.23 
 

低分組 7.7% 76.9%* 15.4%  

9 
高分組 0% 100.0%* 0% 

0.69 0.62 
 

低分組 53.8% 38.5%* 7.7%  

10 
高分組 0% 0% 100.0%* 

0.77 0.46 
 

低分組 23.1% 23.1% 53.8%*  

11 
高分組 0% 100.0%* 0% 

0.69 0.62 
 

低分組 46.2% 38.5%* 15.4%  

12 
高分組 0% 100.0%* 0% 

0.58 0.85 
 

低分組 46.2% 15.4%* 38.5%  

13 
高分組 0% 100.0%* 0% 

0.88 0.23 
 

低分組 7.7% 76.9%* 15.4%  

14 
高分組 0% 0% 100.0%* 

0.62 0.77 
 

低分組 53.8% 23.1% 23.1%*  

15 
高分組 0% 0% 100.0%* 

0.77 0.46 
 

低分組 23.1% 23.1% 53.8%*  

16 
高分組 69.2%* 7.7% 23.1% 

0.50 0.38 
 

低分組 30.8%* 46.2% 23.1%  

17 
高分組 0% 84.6%* 15.4% 

0.62 0.46 
 

低分組 38.5% 38.5%*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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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組別 

選答人數百分比 
難度 鑑別度 

保留 
1 2 3 刪除或修正 

18 
高分組 0% 100.0%* 0% 

0.69 0.62 
 

低分組 53.8% 38.5%* 7.7%  

19 
高分組 0% 100.0%* 0% 

0.69 0.62 
 

低分組 46.2% 38.5%* 15.4%  

20 
高分組 0% 0% 100.0%* 

0.81 0.39 
 

低分組 15.4% 23.1% 61.5%*  

21 
高分組 23.1% 76.9%* 0% 

0.54 0.46 
 

低分組 38.5% 30.8%* 30.8%  
*表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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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短文閱讀）之試題分析  
題

號 
組別 

選答人數百分比 
難度 鑑別度 

保留 
1 2 3 刪除或修正 

1 
高分組 0% 0% 100.0%* 

0.91 0.18 
 

低分組 17.6% 0% 82.4%*  

2 
高分組 100.0%* 0% 0% 

0.79 0.41 
 

低分組 58.8%* 23.5% 17.6%  

3 
高分組 100.0%* 0% 0% 

0.56 0.88 
 

低分組 11.8%* 41.2% 47.1%  

4 
高分組 0% 100.0%* 0% 

0.59 0.82 
 

低分組 64.7% 17.6%* 17.6%  

5 
高分組 100%* 0% 0% 

0.71 0.59 
 

低分組 41.2%* 29.4% 29.4%  

6 
高分組 0% 100.0%* 0% 

0.76 0.47 
 

低分組 23.5% 52.9%* 23.5%  

7 
高分組 0% 100.0%* 0% 

0.59 0.82 
 

低分組 64.7% 17.6%* 17.6%  

8 
高分組 0% 100.0%* 0% 

0.76 0.47 
 

低分組 23.5% 52.9%* 23.5%  

9 
高分組 0% 0% 100.0%* 

0.91 0.18 
 

低分組 17.6% 0% 82.4%*  

10 
高分組 100.0%* 0% 0% 

0.79 0.41 
 

低分組 58.8%* 23.5% 17.6%  

11 
高分組 100%* 0% 0% 

0.71 0.59 
 

低分組 41.2%* 29.4% 29.4%  

12 
高分組 0% 0% 100.0%* 

0.91 0.18 
 

低分組 17.6% 0% 82.4%*  
*表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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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英語成就測驗前測試題 

Pre-test    Name:           Class:          date:     

I. Phonics 
 1 2 3 4  1 2 3 4 

1. cake     2. pie     
3. train     4. cry     
5. play     6. smoke     
7. mean     8. boat     
9. spoon     10. yellow     

 
II. Word memorize 

 1 2 3 4  1 2 3 4 
1. 三月                    2. 昨天                    
3. 早餐                    4. 聞(嗅覺)                     
5. 台灣                     6. 甜的                    
7. 西邊(方位)                    8. 博物館                    
9. 腳踏車                      10. 流鼻水                     

 
III. Sentences and grammar 

1. (    ) How’s the weather?   
a. It’s rainy.   b. It rains.   c. It raining. 

2. (    ) What does she want to do? 
a. She want to go swimming. 
b. She wants to swimming.  
c. She wants to go swimming. 

3. (    ) Who       the floor last night? 
a. mops    b. mopped    c. mop 

4. (    ) Where’s your home? 
a. Your home is there. 
b. It’s on the south of Taipei. 
c. It’s in the south of Taipei. 

5. (    )         did you have lunch? I had lunch at 12:00. 
a. What time    b. What     c. Where 

6. (    ) It’s       hot       drink. 
a. to..….to   b. too……to   c. to…...too 

7. (    ) Judy        born in February.  
a. is    b. was    c. were 

8. (    ) All my friends          English. 
a. like    b. doesn’t like    c. li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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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The cake        good. 

a. look   b. looks   c. don’t look 
10. (    ) What subject       you like? 

a. are   b. did  c. do    
 

IV. Reading 
Rita and Tom are classmates. Rita is from Taiwan, and Tom is from America. It’s cool today. Rita 

wants to go hiking in Beauty Park. Beauty Park is in the south of the city. She can get there by bus. 
Tom doesn’t like hiking. He wants to go fishing in Hope Park. Hope Park is in the east of the city. He 
can get there by MRT. 

 
1. (    ) What does Rita want to do? She wants to          . 

a. go hiking   b. go fishing   c. go to Taiwan 
2. (    ) Where is Hope Park? It’s in the         of the city. 

a. south    b. north   c. east 
3. (    ) How can Tom get to Hope Park? He can get there by       . 

a. bus    b. MRT   c. train 
 

Ruby and her family were in a farm last summer. Ruby’s mother and father cooked dinner by 
the river. Ruby and her brother climbed a tree. They had a good time. Danny and his family were in 
the mountains last winter. They played games in the snow. They had a great time, too. 

 
4. (    ) Where were Ruby last summer?  

a. She cooked dinner by the river. 
b. She was in the mountains. 
c. She was in a farm. 

5. (    ) What did Danny do in the mountains? 
a. He climbed a tree. 
b. He played games.    
c. He had a great time. 

6. (    ) Were Ruby and Danny happy there? 
a. Yes, they were.    
b. Yes, she was.    
c. Yes, h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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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英語成就測驗後測試題 

                 Post-test   Name:        Class:         date:         

I. Phonics 
 1 2 3 4  1 2 3 4 

1. pack     2. hair     
3. there     4. sing     
5. tree     6. be     
7. star     8. week     
9. arm     10. life     
 

II. Word memorize 
 1 2 3 4  1 2 3 4 
1. 上網                      2. 旅行                      
3. 打籃球                      4. 足球                      
5. 作模型                     6. 演戲                      
7. 司機                      8. 獸醫                      
9. 男演員                      10. 電影                      

 
III. Sentences and grammar 

1. (    ) When       you go bowling? I will go bowling tomorrow. 
a. will   b. do   c. did                                    *tomorrow 明天  

2. (    )        he play online games next Sunday? 
a. Does   b. Will   c. Did                                    *next 下一個  

3. (    ) What       you going to do tomorrow? 
a. is    b. are    c. will 

4. (    ) He is going       baseball tomorrow. 
a. to play   b. play   c. plays 

5. (    ) He likes         models. 
a. build    b. to build     c. builds 

6. (    ) He       to write stories.                              *write stories 寫故事  
a. to like   b. like   c. likes 

7. (    ) Do they        to act?  
a. to like    b. likes    c. like 

8. (    ) Jenny         to be a writer. 
a. want    b. wants    c. don’t want    

9. (    )        you want to be a farmer? 
a. Are   b. Do   c. Does 

10. (    ) Mary and Lisa want to be          . 
a. an engineer   b. engineer  c.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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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Reading 

Hi, Sand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On Sunday, I don’t like to study, so I will watch 

TV all day long. Dad doesn’t like it, so he asks me to do my homework and have some outdoor 
activities. I really don’t want to do my homework, but I still have to do it. Do you want to play 
badminton with me on Sunday? Join me! 

 
Your best friend, Jenny  

 
1. (    ) Will Jenny do her homework on Sunday? 

a.  Yes, she does.  b. Yes, she will.  c. No, she doesn’t. 
2. (    ) Does Jenny like to play badminton with Sandy? 

a.  No, she won’t.   b. Yes, she is.   c. Yes, she does. 
3. (    ) Jenny doesn’t like to do her homework. So, how does she do?           *how 如何  

a.  She still does her homework.     
b. Her dad does the homework.    
c.  She doesn’t do her homework. 

 
 

Lance likes Yoyo very much. Yoyo likes to drive, so he likes to drive, too. Yoyo wants to be 
a taxi driver and he wants to be a bus driver. Yoyo likes to play war games, and he likes it, too. 
Yoyo wants to be a soldier, but he doesn’t. He is afraid of blood. 
 

4. (    ) Does Lance like Yoyo?  
a. Yes, he is. 
b. Yes, he do. 
c. Yes, he does. 

5. (    ) What does Yoyo want to be? 
a. She wants to be a bus driver.    
b. She wants to be a taxi driver. 
c. She wants to be war games. 

6. (    ) What is Lance afraid of? 
a. He is afraid of soldier. 
b. He is afraid of driver.    
c. He is afraid of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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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學者的教學觀察紀錄與省思 
 
日期：     年      月     日 
地點：     

 

出席人數：  
缺席： 

學生的課

堂反應 

 
 
 
 
 

 
 

同儕互動

紀錄 

 
 
 
 
 
 
 

師生互動

紀錄 

 
 
 
 
 
 
 

教學者的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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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字彙階段省思札記 

 

學習者的心得札記（字彙階段）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請簡要描述這三次上

課的課程內容。 
 

上述課程內容，請評

估自己是否都學會

了。 
 

這些課程對你是否有

幫助？ 
 

以前覺得英文學很難

的地方，今天是否有

不一樣的感受？ 
 

用上課所教的方法，

是不是也能在自己學

習時使用呢？ 
 

上課或回家複習、寫

作業，遇到困難時，

我都怎麼解決？ 
 

其他  

 

195



附錄六  句子階段省思札記 
 

我的學習省思（句子階段）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1. 請回顧前幾週的課程，你是否已經都學會了呢？ 

(1) 請圈出下列你知道中文意思的單字及片語： 
build models, engineer, play with animals, vet, drive, driver, play war games, 
soldier。 
請問還有哪些你記得上課學過的單字呢？請用中文或英文寫下來喔！ 
                                                                  

(2) 你是否能辨別下列兩個句子時間有何差異： 
I like to play with animals.  
I will be a soldier. 
□可以，差異是：                                      □我不知道 

(3) 你知道下列句子該如何回答嗎？ 
Does he like to play with animals?  
Yes,                 .  /  No,                   . 
Will you be a vet? 
Yes,                 .  /  No,                   . 

(4) 你知道課堂中我們曾學過「I will be a driver.」這個句子還可以寫成什麼嗎？ 
                                                                 

(5) 由上面四個問題的省思，你對自己本階段的學習打幾分呢(1~10 分)？     
為什麼？                                                         
 

2. 上述本階段的課程內容，在你過去的英語學習中是否曾經困擾過你？本階段

課程已進入尾聲，現在你是否有不一樣的感受呢？請具體說明原因？ 
                                                                     
                                                                    

各位同學： 
這一份省思紀錄的功能在於幫助你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果，所以請務必根

據自己的學習狀況仔細的思考、誠實的回答。你所填寫的答案不會對你在學
校的學習表現有任何的影響，本省思單老師也將絕對保密，絕無外流之疑慮，
請安心且誠實的回答。謝謝。 

英語激勵班教師 陳慧芬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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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天的學習單發表結束後，你是否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學英語？或者有其想法

嗎？                                                                
                                                                    
 

4. 未來的英語學習，若遇到類似本階段的學習材料，你是否有信心自己可以學

得會呢？                                                              
 

5. 英語學習的路途還很漫長，你是否願意在面對困難嘗試想辦法解決；在感到

無聊時從小細節中找到樂趣，並正向的鼓勵自己繼續學習呢？ 
                                                                    
                                                                      
 

6. 還有任何想要對 Debby 老師說的嗎？或者有任何建議都可以說唷~~~ ^____^ 
                                                                    
                                                                    
 

7. Debby 老師也想對你說，謝謝你用心對自己的學習進行反省，這是邁向成功

學習的第一步喔！祝福你未來的學習順利、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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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閱讀階段省思札記 
 

我的學習省思（閱讀階段）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1. 請回顧前三週的課程，你是否已經都學會了呢？ 

(1) 請問你是否可以從學習單上的引導問句，合理的猜測並了解短文所要傳遞

的意思？ 
2011.05.06：□可以   □不可以   □其他                         
2011.05.13：□可以   □不可以   □其他                         
2011.05.20：□可以   □不可以   □其他                         

(2) 你是否能根據前三週的短文，回答下列問題： 
 (    ) Steven will study all day long on Saturday.    * all day long 一整天  
 (    ) Andy hates Helen very much.                     * hate 討厭  
 (    ) I want to help people.                           * help 幫助  

(3) 由上面兩個問題的省思，你覺得自己本階段的學習狀況如何？ 
□很好，我都學會了          □還不錯，但有一些仍不太懂 
□不好，我沒有學會          □其他                             
 

2. 請仔細回顧前三週的課堂學習單，並回憶這三週的上課心情，請在下列各面

向幫自己打個分數（最低 1，最高 10 分）。 
(1) 對上課內容的了解：         
(2) 對課程投入的程度：         
(3) 完成學習單的態度：         

 
 
 
 
 
 

各位同學： 
這一份省思紀錄的功能在於幫助你了解自己的學習成果，所以請務必根

據自己的學習狀況，仔細的思考、誠實的回答。你所填寫的答案不會對你在
學校的學習表現有任何的影響，老師也將對你所寫的內容做絕對保密，絕無
外流之疑慮，請安心且誠實的填寫。祝你學習順利。 

英語激勵班教師 陳慧芬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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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階段 Debby 老師特別強調閱讀短文時使用「猜測」的方法。你已學會「猜

測」的技巧了嗎？ 
□已學會了，而且我的猜測都蠻準的。 
□已學會了，雖然有時猜不到，有時會猜錯，但我仍願意試試看。 
□我還是不會，「看不懂」的感覺真的很糟糕。 
□其他                                                              

4. 本階段的課程著重於短文閱讀的訓練。英文短文閱讀在你過去的經驗中是否

曾經困擾過你？本階段課程已結束，這三週的課程是否給你一些不一樣的感

受呢？ 
□有。以前不會的，有些現在學會了。 
□有。以前很害怕的，現在感覺好多了。 
□和以前沒什麼不一樣 
□其他                                                              
 

5. 未來的英語學習，若遇到類似本階段的學習材料，你是否有信心自己可以學

習呢？ 
□是，因為：                                                        
□否，因為：                                                        

 
6. 英語學習的路途還很漫長，你是否願意在面對困難嘗試想辦法解決；在感到

無聊時從小細節中找到樂趣，並正向的鼓勵自己繼續學習呢？ 
□是，因為：                                                        
□否，因為：                                                        
 

7. 本學期已經進入尾聲， Debby 老師很想知道你對「上課」和「老師」的想法

或建議，麻煩你寫下來，一起幫助老師，讓老師也可以更進步喔！ 
                                                                    
                                                                    
 

8. 一個學期不算長的相處時間，讓 Debby 老師對你的學習狀況也有所了解。謝

謝你用心對自己的學習進行反思，這是邁向成功學習的第一步喔！祝福你未

來的學習順利、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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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為修改自 Snyder （2000）、唐淑華（2010）希望感訪談問

題。 

一、有關整體英語學習的希望感 

1. 在學習英語，沒辦法達到自己的目標時，你會覺得這是因為用錯方法而

無法達到，或者是因為自己沒有能力而無法達到？  

2. 當你在學習英語遇到瓶頸時，你是否有能力為自己訂定新的計畫，並繼

續往目標邁進？ 
3. 整體而言，經過這幾週的課程，你認為自己有沒有達到自己所設定的目

標呢？ 
4. 你覺得這幾週的課程中，有沒有一些英語學習成功的經驗來肯定自己是

可以學得會的？ 
5. 當你在追求你所設定的目標時，你覺得做計畫比較容易？還是督促自己

去實踐計畫比較容易？ 
6. 當你努力朝向目標邁進時，你會對自己說什麼話？ 

二、有關目標設定 

1. 在這個英語學習方案中，你為自己設定了什麼目標？ 
2. 你可以詳細說明上完這個課程後，你目前對英語學習有什麼想追求的目

標？ 
3. 如果這個目標有點大，那你將採取哪些步驟達成呢？ 
4. 你覺得達成目標的成功率高嗎？ 

三、有關意志力的堅持 

1. 你是否有破釜沉舟決心一定要達成你在英語學習的目標？ 
2. 如果總分是 10 分，以 1 到 10 分為評分範圍，你對於自己的堅持度打幾

分？（1 分代表最弱，10 分代表最強） 
3. 你如何告訴自己一定可以達成自己設定的英語學習目標？ 
4. 你如何看待現在自己的英語能力？ 
5. 你如何確定自己未來的英語學習將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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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方法的使用 

1. 如果你原本用的方法無法達成你的目標，你能不能很快想出新的替代方

法呢？ 
2. 你在學習英語過程中，曾經用過哪些方法幫助自己學習？這些方法有效

嗎？ 
3. 相信你一定有一些成功的學習經驗，那你是用什麼方式讓自己成功的

呢？ 
4. 在達成你的目標和遇到瓶頸解決困難這兩方面，你會如何形容自己的能

力？ 

五、有關面對困難時的反應 

1. 當你的目標遇到阻礙時，你的感受是什麼？  
2. 你會如何面對你所遇到的困難？ 
3. 在你的英語學習過程中，你曾否因為別人的偏見或否定，而導致你的目

標受到阻礙或延宕？ 
4. 你如何評估自己解決困難的能力？ 

201



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準
備
週 

1 準備週：前測 
1. 英語學習結果測驗 
2. 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 
3. 訪談 

★整體介紹「希望感」與「英語學習」的關係。 
1. 目標設定： 
(1) 利用生活中常見的英文，例如廣告招牌、食

品包裝、線上遊戲、流行音樂等，說明英語

的無所不在，讓學生了解學習英語的實用性。 
(2) 英語學習對學生的意義是什麼？（長期目標） 
(3) 為了達成長期目標，現在應該做什麼？（設

定短期、具體目標） 
2. 方法： 
(1) 重新檢視過去的學習經驗，包含：如何學習、

不喜歡的原因。 
(2) 學習策略的使用，可讓學習效果有事半功倍

的效果。 
(3) 有哪些方法（或策略）的使用，可以讓英語

學習變得更輕鬆、自在？  

3. 意志力的堅持 
(1) 「不知道下過幾次決心要用功，卻始終沒成

功」 
(2) 如何面對遇到困難或挫折的自己？「加油」

或「放棄」？ 
(3) 學習者如何看待自己學習的能力？ 

 

附錄九  教學方案規劃表（每週 1 次、每次 2 節，為期 12 週，共 24 節） 
 

202



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字
彙
階
段 

2 
Do you go to the 
movies? 

 
1. 介紹「音節」(syllabus) 的概

念。 
 

2. 利用音節與自然發音法拼讀

與記憶單字。 
 

3. 具體實例： 
(1) Phonics: 
 Review: a~e 
 er, ow, a_e, tr 

(2) Words and phrases: 
concert, movie, Internet, 
bowling, online games,  
take a trip 

★目標： 
1. 設定短期目標，說明本階段課程承接起後的意義。 
2. 背單字的意義與功能 
 
方法： 
善用字母與聲音的對應關係，以自然發音法（phonics）
背單字。 
 
意志力： 
1. 學生發表對這次上課的感受。 
2. 學生評估自己在課程中投入的程度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B：語音運用 

 

 

 

 

間-I-C：評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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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字
彙
階
段 

3 
Do you play 
basketball? 

1. 複習字母與聲音的對應關

係。 
 
2. 字母與聲音的對應並非一對

一，母音部分有許多變化

型。 
 

3. 具體實例： 
(1) Phonics: 
 Review: a~J 
 a_e, _dge, _all 

(2) Words:  
baseball, basketball,  
dodge ball, soccer,  
tennis, badminton 

目標： 
1. 字母與聲音的對應：a~j。 
2. 3 組發音規則。 
3. 認識「英語常用音素表」。 
 
★方法： 
1. 背單字時把學過的 phonics 做標記。例如：背 baseball

時，先把 a_e 做標記，加強印象。其餘再根據已熟悉

的 26 個字母與聲音的對應關係做拼讀。 
2. 發給學生「英語常用音素表」，指導學生將教過、學

過和已經學會的 phonics 以顏色筆做標記，並寫下例

字。 
 

意志力： 
學生表達完成作業的問題。 

 

 

 

 

間-I-A-1：複習、連接先前

已知的知識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B：語音運用 

直-II-D-3：標記重點 

 

 

 

 

 

 

間-I-C：評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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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字
彙
階
段 

4 
Do you go to the 
concert? 

1. 講解「英語常用音素表」的

內容與使用方法。 
2. 具體實例 
(1) Phonics:  
 Review: k~p 
 er, ow, a_e, tr, a_e, _dge, 

_all  
(2) Words:  
  concert, movie, Internet, 

bowling, online games, 
take a trip 

 baseball, basketball, 
soccer, tennis, badminton, 
dodge ball 

(3) phrases:  
 去（音樂會、看電影）：

go~ 
 打__球：play+球類 

(4) Sentence: 
Do you go to the concert? 

3. 階段一節束，學生填寫階段

一的學習省思札記。 

目標： 
1. 參與激勵班課程的意義：激勵班所上的內容與原班

課程有關，兩邊課程必須相互取長補短。 
2. 7 組發音規則、1 組句型（為下週課程做準備）。 
 
方法： 
發給學生「英語常用音素表」，指導學生將教過、學過

和已經學會的 phonics 以顏色筆做標記，並寫下例字。

未來本表可據新學習的字彙，再自行納入。 
 

★意志力： 
1. 藉由上述音素表的畫記，看見自己學習的成長。 
2. 肯定自己依照一定步調的學習，終會有相當的學習

成果。 
3. 討論作業的意義與用何種心情面對：寫完就好，或

者真正了解自己在做什麼。 
4. 善用網路平台(facebook)、e-mail 及電話，與同儕、

老師討論問題。 
5. 作業份量如何分配？每天量少質精式的複習。 
6. 作業做得不耐煩該怎麼辦？由學生集思廣益討論可

能的解決辦法。 

 
 
間-I-A-1：複習、連接先前

已知的知識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B：語音運用 

直-II-D-3：標記重點 

 
 
 
直-I-C：徹底複習 

直-II-A：練習 

間-I-C：評估學習 

間-II-B：鼓勵自己 

間-II-C：量計自己的情緒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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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句
子
階
段 

5 
Do you like to build 
models?  

1. 由七組指定的單字和片語中

指導學生如何「選擇」，以正

確、積極的態度，選擇學習目

標。 
 

2. 討論學習語法的意義、功能與

重要性，讓學生對文法的學習

更具主動性。 
 

3. 具體實例： 
(1) Words: engineer, vet, soldier 
(2) Phrases : build models, play 

with animals, play war games 
(3) Sentences:  
   Do you like to build models? 
   Yes, I do.  
   No, I don’t.  
   Does he/she like to play with 

animals? 
   Yes, he/she does.  
   No, he/she doesn’t. 

★目標： 
進入英文的句子和語法。有關語法時態之「現在式」。 

 
方法： 
1. 數線法：清楚判斷時態為何。 
 
 
 
2. 比較中、英文在不同時態的表達方式。 
3. 直接翻譯法，讓學習者清楚了解中文的說法如何轉

變成英文。 

 
意志力：（無） 

 

 

 

 

 

間-I-A-1：複習、連接先前

已知的知識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I-C：分析及邏輯推理 

 

 

 

 

 

 

 

 

 

時間軸 

現在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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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句
子
階
段 

6 I will be a driver. 

1. Grammar:  
(1) 複習現在式和未來式。 
(2) 現在式助動詞 do/ does 
(3) 未來式助動詞 will 
(4) 未來式句型：be going to 

 
2. 動詞+ er/ or 職業 

例：teach teacher 
 

3. will = be going to 
 

4. 複習現在式單數 be 動詞 
單數 I you he/she/it 
be V am are is 

 
5. Words: drive, driver 
6. Sentence:  

I like to           . 
I will be a           . 
I am going to be a         . 

目標： 
1. 文法：複習現在式，進入未來式（承接上週）。 
2. 職業：動詞+er/or 
 

★方法： 
1. 中、英文比較法：比較中、英文對於時態的表達

方式。 
2. 數線法：清楚判斷時態為何。 
3. 舉例說明英語中，職業的說法和相關動詞間的關

係。例如：drivedriver 
4. 整理「be 動詞表」，未來把相關句型添加進表格中

當例句。 
 
意志力：（無） 

 
 
 
間-I-A-1：複習、連接先前

已知的知識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I-C-3：（跨語言）對比

分析 

直-II-C-4：翻譯 

直-II-D：輸出與輸入結構之

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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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句
子
階
段 

7 I will be a driver. 

1. 複習上週課程內容 
 

2. 綜合練習：檢附課堂學習單 
 

3. 使用字彙與句型： 
(1) Words: engineer, vet, soldier, 

drive, driver 
(2) Phrases : build models, play 

with animals, play war games 
(3) Sentence:  

I like to           . 
I will be a           . 
I am going to be a         . 

 

目標：  
複習前三週課程：透過學習單的創作，複習前三週所

學。 
 

★方法： 
1. 以中文表達想要寫什麼。 
2. 從中文線索中，思考記憶中是否存有相對應英文的

元素。例如：獸醫vet 
3. 嘗試做中英文轉換。 
4. 最後由教師提供協助，確認句子的正確性。 

 
意志力： （分享與討論） 
1. 自己最近學習的成功經驗。 
2. 遇到困難如何面對與解決。如何面對「不會」、「不

知道怎麼寫」？ 
3. 用什麼態度完成學習單？ 

 
 
 
間-I-A-1：複習、連接先前

已知的知識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I-C-3：（跨語言）對比

分析 

直-II-C-4：翻譯 

直-III-A-1：利用語言線索 

直-III-B-2：利用模仿 

 

 

間-I-C：評估學習 

間-II-A：降低學習焦慮 

間-II-B：鼓勵自己 

間-II-C：量計自己的情緒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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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句
子
階
段 

8 I will be a driver. 

1. 複習本階段課程內容 
2. 口頭發表上週完成的學習單 
3. 階段二結束，學生填寫階段

二學習省思札記 

目標： 
口頭發表上週完成的學習單 
 
方法： 
準備時間 20 分鐘，自己練習，或找老師、同學一起練

習。 
 
★意志力：  
1. 檢視本階段的學習效果。 
2. 檢視本階段學習內容，在過去經驗中的感受與現在

的差異。 
4. 思考本階段的學習中，是否獲得成功經驗？ 
5. 本階段的經驗，是否能讓自己更有信心面對未來的

學習？ 
6. 本階段的經驗中，是否讓你願意在面對困難時，堅

持的向前走？ 

 
 
 
間-I-C：評估學習 

 

 

 

間-III-B：與別人合作 

 

 

 

間-I-C：評估學習 

間-II-C：量計自己的情緒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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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閱
讀
階
段 

9 
I don’t want to do my 
homework. 

1. Short paragraph:  
Hi, Ian ,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On Saturday, I don’t 
like to study, so I will play on 
line games all day long. Mom 
doesn’t like it, so she asks me to 
do my homework and go out with 
friends. I really don’t want to do 
my homework, but I still have to 
do it. Do you want to play 
badminton with me on Sunday? 
Join me! 

Your best friend, Steven 
 
2. Words: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weekend  

 
3. Phrases: 

all day long, do my homework, 
on Sunday 

★目標： 
閱讀文章的意義。學習語言最重要的就是透過該語言與

人溝通、獲得新知。目前階段的基礎閱讀訓練讓你擁

有從閱讀來學習的能力。 
 
方法：  
1. 瀏覽：從頭到尾掃描式的看一次。 
2. 標記：第一次閱讀過程中，阻礙閱讀的地方做標記。 
3. 問題解決：設法解決看不懂的地方，例如：猜測、

查字典、與他人討論…（學生討論，集思廣益）。 
4. 再閱讀：檢視是否能理解文章的內容。 
 
意志力：  
如何面對應完成事物（例如：寫功課、讀書）的厭煩感？ 

 

 

 

 

 

間-I-A-1：複習、連接先前

已知的知識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I-D：輸出與輸入結構之

創用 

直-III-A：智慧性的猜測 

 

 

 

 

間-I-C：評估學習 

間-II-A：降低學習焦慮 

間-II-B：鼓勵自己 

間-II-C：量計自己的情緒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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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閱
讀
階
段 

10 
Andy likes Helen very 
much. 

1. Short paragraph:  
 
  Andy likes Helen very much. 
Helen likes to act, so he likes to 
act, too. Helen wants to be an 
actress and he wants to be an 
actor. Helen likes to play with her 
dog, and he likes to play with his 
cat. Helen wants to be a vet, but 
he doesn’t. He is afraid of blood. 
 
2. Words: act ,actor, actress, 

blood 
 
3. Phrases: play with+動物, 

be afraid of 
 
4. Grammar: 
(1) 第三人稱現在式單數動詞

「加 s」。Ex. She wants to be a 
vet. 

(2) He is afraid of blood. 

目標： 
精讀一篇短文。 
 
★方法： 
1. 根據線索做有意義的「猜測」。 
2. 瀏覽後，根據可看懂的部分，猜測整篇文章的意義。 
3. 逐句讀，從每一句中，一一找出自己認識的字，並

試著拼湊出更細緻的訊息。 
4. 從閱讀文章中，累積相關文法知識及字彙量。 
5. 利用「問題學習單」，練習對文意的掌握。 
 
意志力：  
如何面對自己恐懼、厭惡的學科？ 
 

 
 
 
間-I-A-1：複習、連接先前

已知的知識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I-C-3：（跨語言）對比

分析 

直-III-A：智慧性的猜測 

間-I-C：評估學習 

 

 

 

間-II-B：鼓勵自己 

間-II-C：量計自己的情緒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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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閱
讀
階
段 

11 
I want to be like 
Selina. 

1. Short paragraph:  
I am a twelve-year-old girl. I 

like music very much. I have a 
dream. I want to be like Selina. I 
like to surf the Internet because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her. She 
is a singer. She helps many people, 
too. I want to be a singer and help 
people, too. 
 
2. Words: music, dreamt, 

because, know, singer 
3. Phrases : a twelve-year-old girl 
4. Sentence:  
(1) I am twelve years old. 
(2) I am a twelve-year-old 

girl/boy . 
(3) ……..because…….. 
(4) ………………, too. 
 
5. 階段三節束，學生填寫學習省

思札記 

目標： 
精讀一篇短文。 
 
方法： 
1. 根據線索做有意義的「猜測」。 
2. 利用「問題學習單」，練習對文意的掌握。 
 
★意志力： 
1. 「文章要反反覆覆看好幾次，很煩！」回答學習單

的問題，必須不斷反覆閱讀文章，找尋線索。請相

信自己「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2. 透過時事 Selina 赴上海拍片的燒燙傷意外，回台後

曼長的復健之路，與學生分享面對困境時，樂觀面

對、擁抱希望的神奇效果。 
3. 階段三總省思 
(1) 檢視本階段的學習效果。 
(2) 檢視本階段學習內容，在過去經驗中的感受與現在

的差異。 
(3) 思考這三週的學習中，是否獲得成功經驗？ 
(4) 這三週的經驗，是否能讓自己更有信心面對未來的

學習？ 
(5) 這三週的經驗中，是否讓你願意在面對困難時，堅

持的向前走？ 

間-I-A-1：複習、連接先前

已知的知識 

間-I-B：安排、計畫學習 

 
直-II-C-3：（跨語言）對比

分析 

直-III-A：智慧性的猜測 

間-I-C：評估學習 

 

間-I-C：評估學習 

間-II-A：降低學習焦慮 

間-II-B：鼓勵自己 

間-II-C：量計自己的情緒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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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次
數 

主題名稱 英語學科能力教學重點 希望感的提升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 

結
束
週 

12 結束週：後測 
1. 英語學習結果測驗 
2. 英語學習希望感量表 
3. 訪談 

★綜合討論：學生分享希望感對於其英語學習的心得。 

 

註 1：每次上完課，學生必須完成「回家作業」，並於下次上課繳交。 
註 2：每階段結束需填寫「階段省思札記」，自評學習結果。 
註 3：★表是該次主要目標 
註 4：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代碼參考圖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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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英語常用音素表 

子音  母音 

聲

音 

常見的

拼法 
例子 

聲

音 

常見的

拼法 
例子 

/b/ b back /A/ a apple 

/c/ 
c cat,  

/Z/
e bed 

k kitten ea bread 

/d/ d dog 

/e/

a_e take 

/f/ 
f fox ai train 

ph elephant ay day 

/g/ g give 
/I/ 

i sit 

/h/ h help ui build 

/0/ 

j just 

/i/ 

e equal 

dge fudge ea Each 

ge age ee see 

gi giant y  baby 

gy gym 

/Q/

o some 

/l/ l lion u cup 

/m/ m milk ou couple 

/n/ 
n no 

/o/

o go 

kn know o_e phone 

/N/ ng sing oa coat 

/p/ p pig ow yellow 

/kw/ qu quite 

/ju/

u using 

/r/ 
r right ue cue 

wr write u_e use 

/s/ 
s sent 

/U/

oo too 

c cent ue due 

/t/ t ten ou group 

/v/ v movie o do 

/w/ w way 
/J/

oo book 

/x/ x relax u full 

/j/ y yes 

/aI/

i I 

/z/ 
z zebra i_e bite 

_s nose y cry 

/+/ 
ch church ie pie 

tch catch /aJ/ ow 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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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h shoe ou ouch 

_t_ nation 
/RI/

oi oil 

_c_ special oy toy 

/W/ th thin 

/ç/

ur hurt 

/T/ th that ir stir 

/Hw/ wh_ white er term 

   or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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