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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同語言任務類型對華語初學者在虛擬情境中 

口語溝通能力之影響─以第二人生為例 

甘鈺瑄 

 

以意義、目標及溝通為導向之任務教學法常被用於華語教學中，用以提升學

習者之口語互動及溝通能力，但如何建立真實語境以增加學習者有意義的口語互

動，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近年來，研究者發現具備擬真環境及多人互動特色

之第二人生可予以補足。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者於不同任務型華語學習活動中的口語溝通能力，採實

驗研究法，對象為 30 位 CSL 初學者。透過華語聽說能力前後測結果、教學影片

分析、態度問卷和課後訪談，探討此學習模式對學習者溝通能力之影響，同時找

出較可增加互動之任務類型，學習者之口語錯誤類型以及對此學習方式之態度。 

研究結果顯示於第二人生中進行任務型學習活動能顯著提升學習者的溝通

能力，而推理任務下溝通能力之提升較資訊互補任務更為明顯。除此之外，透過

學習者任務執行歷程及後測分析可發現學習者常犯之口語錯誤包含「把」字句偏

誤、語序偏誤、動詞詞序偏誤以及「的」字缺漏偏誤。態度方面則發現兩種任務

類型皆可提升學習者之學習動機，其中推理任務組略優於資訊互補任務組。對於

在第二人生中透過任務學華語，學習者持正面態度，但同時也提出此學習模式需

相當程度的硬體設備與穩定網速支援。 

 

關鍵字：任務型教學法、口語溝通、華語學習、第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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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Tasks on CSL Beginners’ Chinese Oral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s in Second Life 

Yu-Hsuan Kan 

 

Task-based approach, which involves a primary focus on meaning, target and 

communication, is commonly used in Chinese as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o 

improve learner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However,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provide an authentic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lassrooms to 

enhance learners’ meaningful oral interaction, and thus the topic is worth discussing. In the 

past year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y can be alleviated thoug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Second Life, a platform which can provide users with the authentic context and 

the function of multi-user interactive shared 3D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urpose, 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30 CSL beginner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analysis of students’ pre-and 

post-test scores, teaching videos clips, questionnaires and after class interview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and how two types of task-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e.g., information 

gap and reasoning gap) in Second Life can improve learners’ oral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s, and discussed which type of task activity can best help learners’ interaction 

and help teachers to find students’ error patterns. Besides, learners’ attitudes toward this 

learning approach are also being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mplementing task-based learning activities in Second Life 

can make significant progress toward improving learners’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n 

both types of tasks. According to the data, however,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reasoning-gap task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oral proficiency more than the ones 

participated in the information-gap task. In addition, learners’ error patterns like “bǎ” 

construction errors, sequential errors, verb sequential errors and omission errors of “de” 

were found in task implementation and post-test analysis. As for the attitude, we found 

that learners with both types of task have great learning moti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group 

of reasoning-gap task. Although these CSL learners reporte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learning in Second Life, they also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provide better hardware 

and stable internet connection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lementing the task-based 

learning approach. 

 

Keywords: Task-based Approach, Or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Seco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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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華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亦是聯合國六種正式語言和工作語言之

一（United Nations, 2008）。近年來由於華人在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之影響力

日益提升，全球掀起華語學習熱潮（方麗娜，2007；吳宜霖，2006；劉珣，2005），

學習華語之學習者亦如雨後春筍。 

美國、法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陸續將華語列為外語或二語教育的

重點：美國國家安全語言計畫於 2005 年將中文列為國家安全戰略語言，同時推

動自幼稚園到大學的外語學習計畫；美國大學理事會更於 2006 年開始推動「華

語文先修學分課程」。白樂桑於法國最新華語教學現況報告中指出（教育部譯，

2013） 2012-2013 年法國中等教育中學習華語之學生共有 33,556 名，較 2011-2012

年增加 13 個百分比，是近十年來學習人數增加最多的語言。而為了讓中文學習

成為一項具生產力的投資，法國教育部亦考慮從國中或各學區的一所小學開始進

行中文教學。日本和韓國之華語學習因地緣和文化相近的關係而快速竄起，分別

有近200萬和300餘萬人學習華語，成為僅次於英語的重要外語（柯淑貞等，2008；

張金蘭，2008）。新加坡教育部自 2006 年起開始推動中文改革以提高學生之學

習動機，2008 年更設立華文教研中心加強雙語環境下華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成

效（莊漢文、李曉娟，2012）。 

由於各國學習者皆希望在學習華語後能與母語者進行溝通互動，溝通能力之

培養便成為極受重視的焦點。近年外語學習亦強調學習者的目的語口語表達及溝

通能力，因為若只關注於學習者的語法形式，而不重視其溝通能力，便無法達成

有意義的溝通，亦失去語言的本質（Brown, 2001; Krashen & Terrel, 1983; Richards 

& Rodgers, 2001）。學者專家不停地修正溝通能力的概念，而後定義溝通能力由

四種要素組成，包含文法能力、言談能力、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Canale & 

Swain1980; 1983），同時整合各種觀點提出「溝通式教學觀」。相較於以教師為

中心並專注於文法解釋的傳統教學，溝通式教學的中心思想在於「語言教學應以

溝通為目標」，而不僅只關注其輸出之正確性（Richards & Rodgers  ̧2001），主

張課堂所學皆能運用於真實世界的溝通中。 

受到溝通式教學觀的影響，教學界陸續出現了多種新的教學法如自然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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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教學法、內容型教學法及任務型教學法（岳丹薇，2009；曾薇慈，2006），

其中心思想皆在於培養學習者的實際溝通能力。「自然教學法」為一種模擬母語

習得模式的教學法，強調經由溝通、大量的可理解輸入及動態活動，學習者便能

自然習得目的語。除非阻礙溝通，教師並不會即時糾正學習者之錯誤也不注重語

法細節正確與否（Krashen & Terrel, 1983）。「合作教學法」強調經由合作活動

培養學習者之溝通交際能力，過程中教師從旁指導而不給予答案，學習者則相互

協助與合作達成學習目標並分享成果（Johnson & Johnson, 1991; Slavin, 1995）。

「內容型語言教學法」強調語言能力是透過學習內容取得，故主張將目的語結合

某種科目進行教學，如此學習者便可同時學得語言及課程內容，並培養其溝通能

力（Brinton, 2003; Mohan, 1986; Raphan & Moser, 1994）。而此教學法亦強調教學

內容來自母語者真實使用的語言，如報紙、廣播、電視等（Hutchinson & Waters, 

1987）。這三種教學法皆重視學習者間的溝通互動，強調語言學習生活化，並在

自然愉快的氣氛中習得語言，但過度注重溝通功能而忽略語言形式的教學，反而

成為被詬病之缺點（VanPatten & Cadierno, 1993）。 

任務型教學法隸屬於溝通式教學觀，結合了自然教學法重視的可理解輸入、

動態活動和沉浸學習、合作教學法中的小組合作互動溝通，以及內容教學法中所

強調的真實語料，其特色在於任務設計須具備意義，有明確目標，和生活連結，

並經由任務結果評估學習者之學習成效（Bygate, Skehan, & Swain, 2001; Ellis, 

2003; Skehan, 1998; Willis, 1996）。由於此教學法可同時兼顧溝通能力與語言形式

之培養，故本研究採以溝通式任務型教學作為理論基礎進行研究。 

然而，在實際華語教學中實施任務型教學法仍有一定限制與困難。就教學者

而言，語言學習中真實語境的營造相當重要（柯淑貞等，2008；Krashen, 1981），

但即使是在目的語國家進行之華語課堂，除了證實「任務型教學」能讓學習者運

用目的語進行互動達成溝通目的，並提高其學習動機外，也提及在協助學習者接

觸目的語情境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阻礙（岳丹薇，2009；曾薇慈，2006；黃瓊儀，

2006）。為此，教學研究者開始尋求科技的協助，進而發現 3D 多人互動虛擬環

境中的融入性、想像力與互動性（Burdea  ̧ 1993）和外語學習所需之可沉浸真實

情境、連結現實生活以及與他人溝通互動之概念相通，亦能激發學習者之動機，

進而完成學習目標（Cooke-Plagwitz, 2008）。其中由林登實驗室開發的第二人生

（Second Life，SL）是近年最常被討論的 3D 虛擬平台，且被認為是模擬現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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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沉浸社交互動的重要管道（Chiang, Tsai, Li, & Hsiao, 2011）。由於第二人生

可以讓學習者在擬真情境下進行溝通並執行任務，越來越多語言研究開始運用此

科技於任務型教學中（Chen, 2010; Collentine, 2011; Grant, 2008; Jauregi, Canto, de 

Graaff, Koenraad, & Moonen, 2011; Liou , 2011; Wang, Song, Xia, & Yan, 2009; 

Thomas, 2010）。 

透過相關研究（Collentine, 2011; Jauregi et al., 2011; Liou , 2011; Wang et al., 

2009）可發現此平台具有高度互動之特質，適用於任務型教學，其匿名性則可降

低學習者的學習焦慮。透過目前於第二人生進行之任務型華語教學研究（陳慶萱, 

2011; Chen, 2010; Grant, 2008; Grant & Clerehan, 2011）亦可發現虛擬情境能提供

學習者更接近真實之互動和文化體驗，同時可增加學習者的溝通機會與輸出之準

確度。此外，無論是學習者或是教學者皆對此教學方式持正面態度。 

目前於第二人生進行之華語任務教學研究並不多，且多以第二人生作為語言

教學工具之角度出發，或以問卷方式討論學習者態度與動機之改變，或透過訪談

說明溝通互動能力之提升，客觀討論學習者口語溝通學習成效之研究相當少。除

此之外，即使相關文獻強調任務設計在虛擬情境教學中的重要性（陳慶萱, 2011; 

Liou, 2011; Mayrath, Sanchez, Traphagan, Heikes, & Trivedi, 2007），卻未能詳細說

明其任務設計和背後理論之連結。雖然 Prabhu（1987）提出推理任務是最能幫助

學習者進行溝通的任務型態，目前也未有研究討論不同任務類型是否會對學習者

之學習造成不同影響。 

因此本研究以任務型教學理論出發，利用第二人生擬真環境及多人互動的特

色，根據任務設計原則和類型設計與生活連結之教學任務，進而透過學習者前後

測成績和任務執行歷程表現，探討不同任務類型對華語口語溝通能力之影響和其

中出現的語言偏誤，以提供教學或研究者未來在相似環境進行教學研究時的實質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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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任務型華語教學及其下兩種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

推理任務）於第二人生中之教學設計對 CSL 初級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口語溝通能

力之影響、錯誤類型，以及對此學習方式的態度。 

    根據以上所述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 任務型教學在第二人生中之實作對 CSL 初學者之華語口語溝通能力有

何影響？ 

二、 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對 CSL 初學者華語口語溝

通能力之影響是否有差異？ 

三、 CSL 初學者在學習歷程中常犯之口語錯誤類型為何？ 

四、 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下 CSL 初學者所犯之口語

錯誤是否有差異？ 

五、 CSL 初學者對於在第二人生中以任務學習華語之態度為何？ 

六、 在第二人生中透過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學習華語

之學習者其態度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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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CSL 初學者（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Beginner） 

意指在目的語環境中將華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之學習者，程度為歐洲委員

會（2001）提出「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R）下之 A1 級，具基本華語聽說讀寫能力，能在對方語速

緩慢、用詞清晰並提供協助之前提下進行簡單的口語溝通和交流。 

二、 資訊互補任務（Information-gap Task） 

為 Prabhu（1987）以資訊提供方式分類的任務類型之一，此種任務類型需

要兩組學習者彼此提供相互缺少的資訊，進而進行溝通並完成任務。 

三、 推理任務（Reasoning-gap Task） 

為 Prabhu（1987）以資訊提供方式分類的任務類型之一，此種任務類型主

要是讓學生透過已知的資訊進行協商，並推論出新資訊以完成任務。 

四、 口語溝通能力 

Canale 和 Swain（1980; 1983）提出溝通能力由四種要素組成，包含文法能

力、言談能力、社會語言能力及策略能力，其中前兩項屬於語言系統本身，

後兩項則為詮釋溝通的功能。本研究透過華語溝通能力測驗中的口說和看

圖聽力測驗學習者的文法及言談能力，同時經由任務執行過程觀察整體之

溝通能力。 

五、 口語錯誤 

本文所指的口語錯誤著重於學習者之語法層面，包含其用詞和語序，而未

討論其發音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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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整理歸納和本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並評述，共有三節。第一節為「華

語文學習」，分別敘述各國華語學習之狀況以及語法部分的學習難點。第二節為

「溝通式任務型教學」，主要在敘述溝通式教學觀及相關教學法之優缺點，同時

整理任務教學之背景與定義、教學步驟、類型、評量方式及其在華語教學之實例。

第三節為「虛擬情境在任務型教學之運用」，主要說明虛擬情境之特色、用於外

語教學之優勢與任務型華語教學實例。以下詳述之： 

第一節 華語文學習 

壹、 各國華語學習狀況 

華語是聯合國六種正式語言和工作語言之一（United Nations, 2008），亦是世

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近年來，隨著華人在國際經濟、貿易、文化、政治事

務中影響力的提升，華語更是扮演重要的溝通橋樑。世界各國掀起了華語學習熱

潮，讓華語學習不分國籍、年齡、性別，也不再僅限於海外華人（方麗娜，2007；

吳宜霖，2006；劉珣，2005）。 

目前研究顯示，2005 年時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 2300 所大學開設中文課程，

學習人數超過三千萬人，且估計在 2010 年上達一億（僑委會，2009），世界各國

如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亦陸續將華語列為外語教育的重點。 

美洲以美國為例，2005 年美國國家安全語言計畫（The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將中文作為國家安全戰略語言，同時推動自幼稚園到大學的

外語學習計畫如星談計劃（STARTALK）。星談計畫提供學習者暑期學習華語的

機會，尤其強調教師在課堂中需使用 90%以上之目的語，能有效啟發學習者學習

華語之動機（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2012）。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更於 2006 年將中文列為 AP 課程，即「華語文先修學分課程」（Advanced 

Placem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對華語教育在美國之普及有極大影響。 

歐洲法國方面，白樂桑於法國最新華語教學現況報告中提及（教育部譯，2013） 

2012-2013 年法國中等教育中學習華語之學生共有 33,556 名，較 2011-2012 年增

加 13％，是近十年來學習人數增加最多的語言；高等教育階段則約有 17,000 名

學生研習中文，其中 3/4 來自非本科系學生。此外，報告中亦提及中文的高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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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包含語言與圖像的雙重辨識、口語能力與書寫能力的不同步，讓法國教育

部考慮從國中，甚至從各學區的一所小學開始進行中文教學，使其成為一項具生

產力的投資。 

華語學習在亞洲地區亦相當盛行，其流行區域包括東北亞的日本和韓國，以

及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其中海外華人最

多的東南亞地區，其華語使用人口已超過兩千萬人，占海外使用華語總數的一半

（周慶華，2011）。因地緣和文化相近，日本和韓國華語學習潮快速竄起，分別

有近 200 萬和 300 餘萬人學習華語，成為僅次於英語的重要外語。日本 500 多所

高中有 353 所超過兩萬名高中生選修華語；在 500 餘所大學中則有 95%以上大學

將華語列為第二外語，其中有 85 所大學設立中文系。而在韓國，270 餘所大學、

600 多所高中、100 多所中學、70 多所小學皆設有華語課程，且除了主流的教育

體系外，非主流的補習教育機構亦廣設華語課程（柯淑貞等，2008；張金蘭，

2008）。 

在東南亞各國方面，由於政治型態的干擾，華文教育在發展過程中曾多次遭

到打壓或阻撓，但現在各國政府發現華文教育對經濟文化的重要性，已逐漸採取

鼓勵和支援態度。印尼有多種類型的華文教育機構，包括補習班、公辦學校的華

文選修課及高職院校的漢語專業課等，近年創辦的三語學校中印尼語、英語和華

語便具有相同地位。馬來西亞則是除了中、港、台、澳之外唯一擁有自小學到大

學完整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新加坡方面，人們因商業經濟緣故而積極學習華語，

新加坡教育部自 2006 年起開始推動中文改革以提高學生的動機，2008 年更設立

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以加強雙語環境下華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成效，並滿足華

語為非主要家庭語言之學習者學習華文的需要（莊漢文、李曉娟，2012）。 

除了上述簡述之國家，世界上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英國、德國、巴西、越

南、埃及在華文教育上也日益興盛（周慶華，2011），可知華語文學習在外語學

習之重要性，而與教學相輔相成的華語文相關研究亦是廣受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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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語法學習的難點 

高彥德等（1993）學者提出在口語和閱讀技能中，「語法」是除了詞彙外，

被外語學習者列為影響學習之一大主因。此外，「語法」一向是第二語言或外語

教學領域中教與學的重頭戲，亦是學界和語言教師最關注的重點（Teng, 2008）。

為了了解學習難點並促進教學，學習者偏誤及其產生之因的觀察便相當重要（周

小兵、朱其智、鄧小寧，2002）。「偏誤」意指學習者在掌握一定目的語語法規則

後，因目的語規則泛化或是母語負遷移所造成的系統性錯誤（Corder, 1967）。本

研究就語法偏誤之相關文獻，整理出「把」字句、「比」字句、「在」字句、「了」

的用法及量詞等華語初學者易犯之語法偏誤，以下說明之： 

一、 「把」字句 

「把」字句的結構相當特殊，在許多語言中並沒有相對應的結構或用法，因

此華語學習者在學習「把」字句時，會出現許多認知方面的問題（黃麗儀，2009）。

以印尼學習者為例，印尼語中沒有和漢語對應之賓語提前結構形式，使「把」字

句成為印尼學習者學習華語的難題（聞靜，2012）。又如魏紅（2006）發現泰國

華語初學者「把」字句語誤多為謂語動詞和補語偏誤，其原因在於「把」字句語

義邏輯關係易造成理解混亂。此外，余文青（2000）指出傳統「把」字句教學大

多僅讓學習者進行字句替換練習，故學習者往往不知其意涵，亦不知應該在什麼

情況下使用，故提倡「把」字句教學應結合語言環境及背景。 

二、 「比」字句 

「比」字句的教學出現在華語初級階段，學習者在學習比字句時，其偏誤包

括誤加程度副詞、搭配偏誤、誤用和語序偏誤（許紅花 2009；喬燕妮 2010）。周

小兵等（2002）亦提及對韓籍學習者而言，「比」字句所導致的偏誤類型最多最

複雜，但同時也最具規律性，如在「比」後接程度副詞或在同一句子中同時出現

「比」和「比較」等。 

三、 「在」字句 

劉香君（2010）提出「在+ NP」結構是越南學習者習得介詞「在」的過程中

使用較多且偏誤率亦高的一種結構。付義琴（2011）則提出普通名詞作為存現句

時，主語後往往會接方位詞且前面通常不出現介詞，但學習者常會出現語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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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桌子放著一本書。」。彭淑莉（2006）亦提及韓國初級學習者常出現「在」字

句偏誤。 

四、 「了」 

在中介語中，過去時間詞語和「了」的共現率極高，因此學習者容易將「了」

和「過去」的概念連結，進而在看到過去時間詞語時誘發「了」字的出現（周小

兵等，2002）。鄧守信（1999）調查學習華語 2 到 8 個月之初學者偏誤，發現具

完成意的「了 1」容易與「過去式」混淆。因此，當初學者未能掌握每個類型動

詞和「了 1」共現之語義功能，則易將所有動詞後都加「了 1」。在表「狀態改變」

的「了 2」部分，由於初學者產出之語句較短，故偏誤率亦低，管韻（2010）經

語料庫得證之研究結果亦符合此論點。 

五、 量詞用法 

量詞在現代漢語系統中有著重要地位，但無論是對於沒有量詞概念的英語母

語學習者或是母語中同樣存在量詞系統，又深受漢字影響的日韓學習者來說，漢

語量詞常常是學習過程中的難點（伏學鳳，2007）。張藝（2011）指出英漢兩種

語言在量詞使用上有很大差異，故美籍學習者在學習漢語量詞時經常出現偏誤，

類型多為缺漏或誤用。伏學鳳（2007）則指出初、中級日韓學習者在運用漢語量

詞時多出現量詞位置偏誤。簡淑芬（2008）針對不分國籍之零起點學習者亦提出

其造句會出現包含少用、多用，或是誤用量詞之偏誤，如：「*他有一(支)筆。」

或「*我要買一個腳踏車。」 

針對這些偏誤，鄧守信（2008）指出有效的語法教學不應該只是單純地讓學

習者操練與模仿，而要創造出真實的語言情境，使其不得不使用目的語語法及句

式表達其意。 

參、 小結 

從上述文獻可知全球華語熱，各國逐漸重視華語文教學，亦投注更多資源於

此。無論是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或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都將

華語列為外語或二語重點學習語言，並強調其溝通使用（周慶華，2011；柯淑貞

等，2008；教育部譯，2013；莊漢文、李曉娟，2012；張金蘭，2008）。由於文

獻（高彥德等，1993；Teng, 2008）指出語法對學習者之口語表現影響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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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了解其學習難點便能促進教學（周小兵等，2002），故本研究整理華語初學

者在語法學習偏誤與難點，發現偏誤率較高的語法點包含「把」字句、「比」字

句、「在」字句、「了」和量詞用法（伏學鳳，2007；周小兵等，2002；張藝，

2011；許紅花，2009；喬燕妮，2010；彭淑莉，2006；黃麗儀，2009；管韻，2010；

聞靜，2012；劉香君，2010；鄧守信，1999；簡淑芬，2008）。 

為了有效學習，除了教學時的操練與模仿，營造真實情境誘使學習者使用目

的語法及句式進行練習更能幫助學習者學習（柯淑貞等，2008；鄧守信，2008）。

而在強調語法形式的同時，因各國學習者希望能與母語者進行互動，溝通能力發

展是不可忽視的，故尋找既強調溝通互動又重視語法形式之教學法相當重要。 

華語教學研究漸受重視，然而針對初學者偏誤率較高的難點，現有研究多半

是經由課堂分析（余文青，2000；張藝，2011；黃麗儀，2009；聞靜，2012；簡

淑芬，2008；魏紅，2006），少有研究評估真實情境搭配下學習者之學習成效或

反應。因此，本研究將以情境溝通與語言形式為基礎，討論初學者的學習歷程及

其產生之語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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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溝通式任務型教學法 

壹、 以溝通為目標的互動式學習 

1970 年代以來，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逐漸受到重視，學者

將其和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區分開來（Hymes, 1967; Paulston, 1974），

Cummins 則在 1981 年提出欠缺情境（context-reduced）和嵌入情境（context-embeded）

的概念，以區別教室中語言使用和人際間互動的差別。而在 Canale 和 Swain（1980; 

1983）的定義中，溝通能力由四種要素組成，即文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

言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和

策略能力（stratetic competence），其中前兩項屬於語言系統本身，後兩項則為詮釋

溝通的功能。 

學者專家不斷修正溝通能力之概念，目的在於找出理想的溝通教學模式。整

合各種觀點後，學者們提出一種參考多方理論的教學觀，即「溝通式語言教學」

（Richards & Rodgers, 2001）。相較於以教師為中心操控教學流程及所有課堂活動

並專注於文法解釋的傳統教學，溝通式教學最大的特點在於重視學習者語言溝通

能力的發展，而不僅只關注其輸出之正確性。 

根據 Richards 和 Rodgers（2001）的理論，溝通式教學的中心思想在於「語

言教學以溝通為目標」，意即學習者在課堂所學，皆能運用於離開教室後的「真

實世界」溝通中，並列出下列四項特色： 

(一) 語言是表達意義的系統。 

(二) 語言的主要功能在於溝通及互動。  

(三) 語言的結構反映其功能性及溝通性的用途。 

(四) 語言要素不僅包含語法和結構，還涵蓋溝通過程中功能性與溝通性之意義。 

而 Brown（2001）則歸納出互動式課堂有以下特點： 

(一) 包含相當程度的小組活動。  

(二) 學習者從真實世界的語境中，接受真實的語言輸入。 

(三) 使用目的語進行有意義的真實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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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堂中的學習任務是為了「真實世界」中的實際溝通作準備。  

(五) 透過語言的輸入與輸出，進行口語溝通練習。 

此外，Littlewood（1981）認為要讓語言形式以更合適的方式被學習者接受，

須在溝通活動進行之前先進行「溝通前活動」（pre-communicative activities），讓

學習者先學習到溝通活動中可能會使用到的詞彙與語法結構，並透過教師設計的

問答活動將不同句型與可實際應用之功能相結合。而後進行的「溝通活動」，則

是有意義、真實的溝通式教學活動，讓學習者使用適當的語言表達意義。 

由上可知，為了讓學習者可以在「真實世界」流利地使用目的語進行溝通，

課堂中必須進行大量的真實語言互動，而溝通所需的文法、語言功能等亦是教學

目標，應將其納入教學活動中並系統性地整理排序以幫助學習者學習，而非完全

排除語言操練（曾薇慈，2006）。 

受到溝通式教學觀的影響，教學界陸續出現多種教學法如自然教學法、合作

教學法、內容型語言教學法及任務型教學法（岳丹薇，2009；曾薇慈，2006），

其中心思想皆在於培養學習者的實際溝通能力。這些教學法之間有不少部分重疊，

但強調的重點卻不大相同，以下說明之： 

一、 自然教學法 （Natural Approach）：  

為一種模擬母語習得模式的教學法，著重於學習者個人的溝通技能，即日常

會話的能力。自然教學法強調溝通，同時給予學習者大量的可理解輸入及動態活

動，學習者必須清楚地表達其意，但在語法細節上不必完全正確，便能像孩童發

展母語能力一樣自然習得目的語。教師在課堂中只使用目的語，且不會即時糾正

學生的錯誤。學習者則提供他們想學習的特定目標，參與溝通活動，並主動進行

對話（Krashen & Terrel, 1983）。 

在教學內容方面，此教學法結合課室活動和現實生活之事物，讓學習者在真

實溝通情況下習得語言。其教材皆來自實際生活，包含圖片以及其他視、聽覺輔

助。除了強調可沉浸於目的語環境中學習，營造學習者樂於交談和學習的氛圍亦

是相當重要的。 

自然教學法之教學步驟包含「理解表達階段」、「早期言語表達階段」及「言

語表達階段」。其中「理解表達階段」亦稱為沈默階段，主要在於發展學習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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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力理解，而不在其口語表達技能。到了「早期言語表達階段」時，教師則把注

意力集中於溝通意義上，除非學習者發生阻礙其溝通之錯誤，一般並不糾正其形

式。在「言語表達階段」，學習者的表達逐漸完整，句子亦發展成較長之形式，

此時教師多透過較複雜的方式如遊戲、角色扮演、討論等進行教學。  

二、 合作教學法 （Cooperative Language Teaching）：  

合作教學法以學習者為中心進行教學，強調經由合作活動培養學習者之溝通

交際能力。教師不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者，亦是協助及指導者。在活動前教師將學

習者混合編入若干學習小組並清楚解釋活動目標與內容，活動中只提供指導與協

助，確保活動順利進行而不給予答案。學習者部分則須互相協助合作以完成教師

安排的學習活動，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並分享其成果（Johnson & Johnson, 1991; 

Slavin, 1995）。 

此教學法重視學習者的合作能力和社交技能，在教學內容上則不受限，教師

可根據現有教材改編。其教學步驟為：1) 擬定目標和活動計畫、2) 分組教學、

3) 講解活動程序、4) 指派角色、5) 觀察活動過程、6) 給予學習者協助與指導、

7) 學習者呈現與分享成果、8) 教師可單獨或聯合學習者一同評估其表現是否符

合目標。 

三、 內容型語言教學法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此教學法強調語言能力是透過學習「內容」所取得，而非來自「語言本身」，

故主張將目的語結合某一科目進行教學，如此學習者既能學得語言也能同時學習

課程內容，還可培養其溝通能力，而其語言能力主要是透過對科目內容的學習而

取得（Brinton, 2003; Mohan, 1986; Raphan & Moser, 1994）。 

內容型語言教學法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必須有自行編寫或選擇最合適教學

內容之能力，且須對內容相當熟悉。學生則須對自己的學習負責，是獨立自主的

學習者，同時亦須相互合作進行學習（Richards & Rogers, 1985）。 

此教學法強調其教學內容來自母語者真實使用的語言，教材包括報紙、廣播、

電視等（Hutchinson & Waters, 1987）。但由於真實材料有相當難度，過度使用可

能會讓學生無法理解，故教師可適度改寫其內容。此外，內容型教學法沒有固定

的教學步驟，教師可依教材內容自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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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任務型教學法 （Task-based Approach）：  

任務型教學法是溝通式教學觀下較新穎的教學法，認為透過任務進行學習能

培養學習者說寫正確（符合語法）、流利（沒有不必要的停頓或猶豫）和複雜（使

用豐富的詞彙、句型）的目的語。此教學法亦強調學習內容須與生活連結，執行

之任務必須是有意義且具明確目標的，同時經由學習者任務的結果評斷成效

（Bygate et al., 2001; Ellis, 2003; Skehan, 1998; Willis, 1996）。 

任務型教學中教師的角色在於提高學習者專注於語法形式的意識，是任務的

設計者，同時也扮演協助者以協助學習者溝通並完成任務。學生則是任務的參與

者，須自行監督觀察其任務進行的溝通過程及所需的語言形式。根據不同的任務

類型，學習者或需要表達自己的想法，或需要解讀並補足訊息，或根據語言及語

境線索尋求解釋並與同儕協商溝通，進而完成任務（Prabhu, 1987）。 

Willis（1996）提出任務型教學法之教學步驟包含教師引進任務，幫助學生練

習所需詞彙句型的「前任務階段（Pre-task）」、進行了解、準備、執行任務及報

告的「任務歷程階段（Task cycle）」及分析與練習任務執行時出現之語法點的「後

任務階段（Post-task）」。 

由上可知，自然教學法、合作教學法、內容型語言教學法與任務型教學法之

主要教學目標皆在於培養學習者之溝通能力，也都重視其語言輸出之流暢性。師

生所扮演的角色和傳統教學法亦有所不同：教師不再只是知識傳授者，也是教學

活動中的協助者，學習者的角色變得更積極主動，課室亦轉變為以學習者為中心。

教學內容皆強調實用功能，也相對生活化，同時相當重視透過活動進行大量溝通，

而後達到語言學習的目標。然而相對地，使用這些教學法的教師須花更多精力在

教材及教學活動設計，方能讓教學流暢進行。 

這四個溝通式教學觀下的教學法優點皆在於重視語言溝通能力、可降低學習

者之學習焦慮、使語言學習生活化及幫助學習者自然學習語言等，缺點則是大多

不重視語言形式和缺乏形式相關之教學引導（VanPatten & Cadierno, 1993）。其

中唯有任務型教學法不僅保有上述優點，也重視語法形式，除了評量學習者在溝

通及語法上的正確度、流暢度及複雜度，也從後任務中教師給予的糾正與操練進

行學習者語法形式之補足，進而成為近年盛行的教學法。 



 

15 

貳、 任務型教學 

一、 任務的定義 

學者（Bygate et al., 2001）提到：任務的定義在不同角度下而有所不同。從

Long（1985）開始提出「任務是為自己或他人從事的一項工作」，Breen（1987）

認為所有能引導語言學習的課室活動皆可稱為任務，Nunan（1989）則定義任務

為一種重視語言意義而非形式，使學習者運用對目的語之理解、支配、創造力而

進行的課室活動。之後則有學者認為任務是學習者為了溝通目的而使用目的語達

成溝通結果的活動（Willis, 1996），也有學者認為任務須有意義，和真實世界連結

且透過學習者完成之結果進行成效評估（Skehan, 1998）。對Bygate等學者（2001）

來說：任務是需要學習者使用目的語，強調意義、目標完成和刺激習得的活動。

而近期的Ellis（2003）綜合前人之研究，提出任務是首重意義，同時聚焦語言使

用的活動，並提出任務的六個特徵： 

1. 任務是為學習者設計的工作計畫，有其目的、方法、執行過程及結果。  

2. 任務的核心在於意義。  

3. 任務包含語言使用的真實過程。  

4. 任務包含聽說讀寫中的任何一種技能。  

5. 任務包含認知過程。  

6. 任務具有明確的溝通性輸出。 

總的來說，任務是以意義、目標、生活溝通及語言習得為導向之教學活動。 

二、 任務的結構 

Nunan（1989）認為任務由以下成分組成：  

1. 教學目標：主要在於提升學習者之溝通能力，不僅需要語法正確，也須提升

其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 

2. 輸入：意指任務內容。輸入的形式可以多樣化，但須與生活連結。 

3. 活動：在此意指任務（task），而非練習（practice）。 

4. 教師：為任務的設計者，於任務期間扮演協助者和監督者。 



 

16 

5. 學習者：為溝通交際者，主要工作在於溝通資訊並完成任務。 

6. 環境：意指課堂活動的組成型態，包含任務完成的方式與地點、時間分配等。 

三、 任務的分類 

任務型教學最主要的教學活動便是「任務」，整個任務歷程強調學習者的主

動性和相互溝通，可按照資訊獲取方式、操作方式，以及完成方式劃分，以下分

別列舉說明之： 

(一) 以資訊獲取方式分類 （Prabhu, 1987） 

1. 資訊互補任務（Information-gap task）： 

兩組學習者彼此缺少部分資訊，須交換資訊以達到溝通目的並完成目標。學

習者往往須轉換資訊之形式，或將其從某人轉到另一人，例如經典的「地圖

填空任務」就是兩位學習者各有一不完整的地圖和對方缺少的訊息，須相互

提問並回答問題以交換資訊。 

2. 推理任務（Reasoning-gap task）： 

此活動要求學習者從既有的資訊推理演繹其發生過程，或藉由推論引出新資

訊，例如讓學習者看地圖推斷到達目的地的最短路線，或是蒐集線索以解決

懸疑案等都是此類型的任務活動。 

3. 意見表達任務（Opinion-gap task）： 

從一主題出發，學習者就自己的喜好、觀點和態度抒發意見，多用於具備一

定語言程度之學習者，完成一個故事並參與討論便是此種任務類型。 

(二) 以操作任務方式分類（Willis, 1996） 

1. 條列：教師創造大量交談機會讓學習者表達意見，進而完成一張表單。 

2. 排序分類：學習者依照時間先後或是個人邏輯，分類或排列事物的順序。 

3. 比較：學習者比較不同來源的資訊或不同觀點的意見，進而找出相同或相異

之處。 

4. 問題解決：學習者須思考或運用推理能力解決問題，如解決益智遊戲、邏輯

關係，或是現實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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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人經驗分享：讓學習者自由交談或分享自己的經驗。  

6. 創造性任務：此類任務融合上述幾種類型，且需經過幾個階段之進行方能達

成目標。此任務亦將學生配對或分組，排練生活中可用的經典對話並應用於

實際執行。 

(三) 以任務完成的方式分類（廖曉青，2002） 

1. 單向任務與雙向任務 

單向任務為一方說，一方聽；雙向任務則需要雙方溝通並取得結果，比單向

任務更能創造溝通的機會。  

2. 計畫性任務與無計畫性任務 

計畫性任務強調教師給予學習者時間準備以和其他學生溝通；無計畫性任務

則是一接到任務馬上開始進行溝通。Skehan和Foster（1997）發現給予學習者

準備時間更能加強其語言輸出的正確度、流暢度與複雜度。 

3. 封閉式任務與開放式任務 

封閉式任務只有一種結果，而開放式任務則有多種結果。Ellis（1999）和Long

（1990）皆指出封閉式任務較能讓學習者重複使用語言，也更有意願進行溝

通並找出答案。 

4. 一次性任務與重複性任務 

重複性任務指一個任務重複進行數次，學習者可從學習到的新知中擴充任務

表現成果，效果較一次性任務更好。 

四、 任務的教學步驟 

Willis（1996）提出任務教學包含前任務、任務執行與後任務共三個階段。

前兩個階段注重學習者如何彼此溝通進而完成任務，學習者不受語法規則的控制，

且可使用自己的語言溝通；教師則透過後任務分析及呈現語法點，並讓學生進行

練習。以下說明之： 

（一） 前任務階段（Pre-task）：以語言輸入為主 

教師引進話題或任務並和學生討論，從中提出有用的詞彙及短語，以幫

助學生理解任務並進行任務執行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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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務執行階段（Task cycle）：任務教學的核心 

1. 任務階段（Task）： 

學習者進行雙人或小組活動，教師從旁指導，鼓勵學習者溝通互動但不糾正

其錯誤，讓學生自在地發言。 

2. 計畫階段（Planning）： 

學習者準備向全班報告如何執行任務，以及從中得到的結果，其重點在於須

清楚且有組織表達其意。教師於此階段可給予語言上的指導。 

3. 報告階段（Report）： 

小組向全班報告或比較討論之結果，教師可進行評論。 

（三） 後任務階段（Post-task）：語言點階段（Language focus） 

1. 分析（Analysis）： 

學習者找出不懂或用得不好的語言形式和語法，教師加以指導。 

2. 練習（Practice）： 

教師根據學習者提出的語法點進行操練。 

五、 任務的評量方式 

在任務評量方面，Skehan（1998）提出可透過準確度、流暢度及複雜度檢視

學習者之語言輸出，以下說明之： 

(一) 準確度（Accuracy） 

強調學習者表達正確語言形式的能力，即學生以正確語法詞彙表達之程度，

和學習者以規則為基準的系統（Rule-based system）有關。 

(二) 流暢度（Fluency） 

強調學習者真實溝通時的語言能力，即學生能否進行即時、流利且有意義的

溝通，和學習者以範例為基準的系統（Exemplar-based system）有關，當問

題出現時學習者會依原有的語言基模產生溝通策略。 

(三) 複雜度（Complexity） 

複雜度是學習者使用之詞彙、句型的難度和廣度，需觀察學習者有意識處理

或重組語言的程度，以及其詞彙或句型使用是否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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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任務型教學之相關華語教學研究 

任務型教學結合意義、目標、生活溝通、語言習得與目的語語境之特色，使

其慢慢受到華語教學及研究者的關注，並運用於實際課室教學中。但由於營造真

實語境並非容易之事，任務型華語教學之實證研究較多出現於目的語國家中。 

曾薇慈（2006）根據任務型教學之理論基礎，從教材內容開始，延伸設計期

中和期末兩次任務並進行實際教學，進而探討任務在華語教學上的成效。在期中

任務中，學習者須和超市人員、餐廳服務生進行問答以獲取菜色作法的資訊及點

餐，並進行報告；期末任務則是讓學習者從該學期學到的主題中挑選一個主題，

自訂題目，蒐集、閱讀資料，擬定題目，訪問台灣人，進而比較台灣與其國家在

此主題下之異同。結果顯示，學習者皆可實際與母語者進行溝通，並達成教學者

所設定的教學目標。研究亦提及，在真實世界中進行活動除了可提高學習者的學

習興趣，也讓教學更加多元化。此外，該研究亦對任務設計提出建議，包含須挑

選學習者偏好的主題進行任務設計，各環節的指示亦須明確化，任務難度也應配

合學生程度，以免任務過難誘使學生放棄，或者因太容易而缺乏挑戰性。 

黃瓊儀（2006）以初級學習者為研究對象，自學習者所學教材進行延伸，比

較任務型教學法和傳統教學法之差異。以任務型教學組的設計來看，第一循環請

學習者討論並敘述白雪公主的故事內容，第二循環為討論有關生活習慣及技能的

問題，第三循環則是討論並調查同學家人會做的事及其表現。該研究透過態度問

卷和學習者之前後測成績提出：任務型教學法比傳統教學法更能提升學習動機，

可促進互動並帶動氣氛，且學習者亦滿意任務教學之方式。同時任務導向教學亦

可顯著提升學習者之學習成就，相較於傳統教學法更具教學效益。 

岳丹薇（2009）亦以兩組華語初學者進行準實驗研究，比較任務型教學與傳

統教學之差異。其中一個任務請學習者訪談同學最喜歡的飯館，其特色、喜歡的

原因、地點、如何到達、推薦菜色並報告；另一任務在於訪談同學國人吃飯的習

慣、特色，所用的工具、家常菜，以及在台灣的飲食偏好。研究結果發現：透過

任務型教學法的任務執行過程，學習者能兼顧語言功能與形式，進而達到語言學

習的最終目標，且經成績可發現其學習成效較傳統教學法好。除此之外，研究亦

證明任務型教學能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使其注意力更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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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文獻可發現，為了讓任務和現實生活有一定關連性（Skehan, 1998），

華語教學者設計之任務內容多和生活有關，包含點餐、討論菜色和文化異同等，

讓學習者在互動協商下，同時達成任務並學得語言的溝通與形式，既能幫助學生

學習目的語，也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接觸目的語文化（岳丹薇，2009；

曾薇慈，2006；黃瓊儀，2006）。因此統整出任務具有下列特質：符合生活情境、

能提高學習動機、兼具文化學習特質、達到溝通目的及學習目的語，這部分符合

學者對於任務教學的定義（Breen, 1987; Bygate et al., 2001; Ellis, 2003; Long, 1985; 

Nunan, 1989; Skehan, 1998; Willis, 1996）。 

然而從上述研究亦可得知，雖然處於目的語環境更容易協助教師將教學與真

實語境連結，這些研究的任務亦按照任務教學理論設計也與生活相關，但除了曾

薇慈（2006）之研究讓學習者實際進入真實情境進行溝通外，其餘研究之任務設

計仍以課室討論及意見表達溝通為主，缺乏語境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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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小結 

由上可知，近年來外語學習皆強調學習者的溝通能力及目的語口語表達，原

因在於專家學者們發現若只關注於學習者語言輸出的正確性，而不注重其溝通能

力的發展，便無法達成有意義的溝通。溝通式教學觀由此理念而生，也衍伸出多

種強調溝通互動的教學法（Brown, 2001; Krashen & Terrel, 1983; Richards & 

Rodgers, 2001）。 

溝通式教學觀下的教學法如自然教學法、合作教學法、內容型語言教學法及

任務型教學法皆重視學習者的溝通互動，強調語言學習生活化，也讓學習者在愉

快氣氛下自然學習語言，使其廣受學習者歡迎。然而，由於溝通式教學觀著重於

語言溝通功能，忽略語言形式的教學反而成了需要改進的地方（VanPatten & 

Cadierno, 1993）。 

透過文獻回顧，發現任務型教學法結合了自然教學法、合作教學法及內容型

語言教學法之優點，同時亦透過前任務、後任務階段和輸出成果之評估確保學生

在語言形式上的正確性，兼顧溝通與形式（Bygate et al., 2001; Ellis, 2003; Skehan, 

1998; Willis, 1996）。透過任務，學習者可應用所學的詞彙、句型、語法進行溝通

協商，在互動過程中自然學得語言，而與生活連結的任務，亦可幫助學習者在課

堂外的真實世界使用目的語，故本研究將採用此教學法進行教學。 

在目的語國家中的華語課堂證實任務能提高學習動機並幫助學習者運用目

的語溝通，然而這些研究亦提出讓學習者接觸目的語情境並學習的過程仍有難處

（岳丹薇，2009；曾薇慈，2006；黃瓊儀，2006）。為此，教學研究者開始尋求

科技協助，進而發現虛擬情境可以讓學習者在擬真情境下進行溝通並執行任務，

故越來越多研究開始運用任務型教學於虛擬情境中（Chen, 2010; Grant, 2008; 

Jauregi et al., 2011; Thoma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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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虛擬情境在任務型教學之運用 

壹、 虛擬情境用於語言教學 

由於科技的進步，利用電腦輔助學習(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CALL)提升外語學習成效已成為主要趨勢。3D多人互動虛擬環境（Multi-user 

Virtual Environments, MUVEs）結合了網路與虛擬實境，讓使用者以化身形式

（Avatar）在三維（Three-dimensional, 3D）虛擬空間中和其他使用者進行互動，

其提供的虛擬情境和社會互動真實感，使之受到受到矚目（James, 2005） 

 

圖2-1虛擬實境三要素 (Burdea, 1993） 

Burdea（1993）提出虛擬實境由三要素組成，包含融入性（Immersion）、想

像力（Imagination）與互動性（Interaction）。「融入性」意指使用者能沉浸於電腦

模擬之情境，而使用者須使用「想像力」補足虛擬情境與現實世界之差異，「互

動性」則在於虛擬實境中物件或化身可針對使用者的輸入做出反應。這一點恰巧

可以和外語學習所需之可沉浸真實語境、與他人溝通互動，以及連結現實世界的

概念相通。 

由於3D多人互動虛擬環境能激發學習動機，讓學習者在語言學習過程中不易

失去興趣進而完成學習目標（Cooke-Plagwitz, 2008），所以逐漸受到外語教學的歡

迎。其中由林登實驗室開發的第二人生（Second Life, SL）是最為普及且被認為

可模擬現實並提供沉浸式社交互動的重要平台（Chiang, Tsai, Li, & Hsiao, 2011）。

學者(徐新逸、吳芳瑜，2010）提出第二人生具有以下特質： 

(一) 創造個人化的虛擬化身： 

使用者可在擬真環境中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化身，亦可隨時變換其性別及

穿著，藉此在第二人生中移動並進行活動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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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行線上同步溝通： 

經由語音、文字或化身之動作，使用者可以進行個人或小組之同步溝通。 

(三) 自由創建世界： 

第二人生內建製作物件之功能以提供使用者自行創建物品，玩家亦可透過

其專用語言（Linden Scripting Language, LSL），讓物件與其進行互動。 

除此之外，第二人生所提供的廣大虛擬互動社群可以讓學習者不受限制地與

其他化身或母語者以目的語溝通，故近年來受到教育及研究者的關注

（Cooke-Plagwitz, 2008; Sadler, 2008），同時也被視為協助第二語言學習者進入真

實語境並運用目的語的極佳管道（Kan & Lan, 2010）。 

目前於第二人生中進行之語言教學課堂多以實體課程為主，即在實體教室進

行主要教學，第二人生則做為教學輔助或跨國遠距教學使用。前者如Mayrath等學

者（2007）根據第二人生特色，設計讓學習者自行創造建築並討論理想校園的教

學活動，以及根據其角色分配進行議題討論之角色扮演，該研究亦提出活動設計

須更嚴謹，且須以教學內容做延伸。後者則如中國某一大學透過第二人生和美國

另一大學進行的跨國英語合作教學計畫，雙方學生於第二人生中進行虛擬導遊、

小組討論、專題報告等同步互動，課後於部落格中記錄其學習經驗（Wang, Song, 

Xia, & Yan, 2009）。該研究透過問卷回饋發現，學習者對於第二人生做為學習平

台持正面態度，同時認為和母語者進行同步溝通可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 

透過應用第二人生於語言教學之相關研究（Collentine, 2011; Jauregi et al., 

2011; Liou, 2011; Wang et al., 2009）可發現此平台適合用於任務型教學、具有高度

互動的特質，以及降低學習焦慮之匿名性。以下說明之： 

(一) 適用於任務型教學 

藉由第二人生所提供的學習者友善空間和具吸引力的虛擬情境，學習者有機

會在如同真實世界的情境中進行與生活連結之任務。這樣的任務活動除了可

引發有意義的互動，亦可幫助學習者未來在相似的真實情境下使用目的語進

行表達與溝通。 

(二) 高度互動的特質有助於學習 

第二人生的環境可提供豐富的互動與沉浸學習，其中語音及文字的交談功能



 

24 

被視為該線上互動社群中相當有用的溝通工具。透過線上即時交談，學生可

進行有意義的意見交換，進而完成教師交付之任務並從中學習。研究者指出，

比起傳統教室，此環境中學習者的互動較不可預測但更具真實性，而學習者

自發性的探索及其和語境的對話與互動也加強了虛擬環境的價值。除了通訊

功能和文字訊息外，亦有學者提出第二人生中化身的肢體動作亦可提供非語

言式的溝通教學（Wang & Hsu, 2009）。 

(三) 匿名性有助於降低外語學習的焦慮感 

在第二人生中經由化身而非面對面的形式進行活動與溝通，這種匿名性不但

有助於降低外語溝通時的焦慮感，讓學習氣氛更為輕鬆，亦可增加學習者以

目的語溝通時的自信心。 

然而將第二人生用於語言學習亦有缺點，整合多位學者之研究（徐新逸、吳

芳瑜，2010; Cooke-Plagwitz, 2008; Liu, 2011; Wang & Hsu, 2009）以下說明之： 

(一) 需要高速網路與高階硬體設備 

3D線上虛擬平台在單位時間內需要傳送大量數據以確保畫面顯示流暢，若

網路頻寬支援不利則會導致畫面延遲、無法登入平台或電腦當機而干擾教學。

除此之外，根據第二人生官方網站之系統安裝建議，無論是微軟系統或是

Mac系統，皆需要相對高階的顯示卡、記憶卡及處理器的支援。 

(二) 系統操作不易 

第二人生之介面和功能相當複雜，對於教師和學習者而言需要時間上手。 

(三) 開放式環境易出現干擾 

由於第二人生為開放性平台，學習者可任意改變其所在地且教師無法控制其

位置，有可能出現學習者離開課堂或是課程進行間有不相關人物出現而影響

教學之狀況。 

針對上述缺點，亦有文獻提出建議及改善方法，包含事先測試軟硬體及網路

以降低課程進行間出現的系統問題（Wang, Song, Stone, & Yan, 2009），教師及學

習者須於課程開始前了解第二人生之功能（Molka-Danielsen & Deutschmann, 

2009），以及教學者須針對第二人生之優勢設計適合且有趣的教學內容與活動

（Chen, 2010; Molka-Danielsen & Deutschmann, 2009）以維持學習者之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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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於第二人生中進行任務型華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應用第二人生於外語教學之研究方興未艾，而「針對互動的任務活動設計」

是其中相當受到矚目之主題（Lan, Kan, Hsiao, Yang, & Chang, 2013），不少英語

研究（Collentine, 2011; Liou, 2011; Mayrath et al.,2007; Wang et al., 2009）和西班

牙語研究（Clark, 2009; Jauregi et al., 2011）皆曾於第二人生中進行任務型教學。

這些研究進行之任務主要為第二人生導覽、場景分享及經驗交換，透過問卷可發

現不穩定的網路會影響學習，但學習者皆認為第二人生是一個有用且有趣的學習

平台，同時希望未來有機會能繼續以此方式學習。對此Liou（2011）發現，好的

任務設計能補足學習者因技術不足所受的挫折，因而強調第二人生中的任務型語

言教學不能單靠虛擬環境之吸引力，也必須要有合適的任務設計方能幫助學習者

達成學習目標及有意義的學習。 

在華語方面，亦有學者基於第二人生擬真情境及多人互動的特點設計任務活

動並進行教學研究，以下說明之： 

Grant（2008）之任務型華語實驗對象為澳洲某大學之華語初學者，實驗地點

在其建置的虛擬場景中。該島嶼之場景包含傳統書院、小型農業市場、診所及商

店等，可幫助學習者沉浸於中文情境中，並確保該區域沒有非師生之化身出現。

實驗者於2008年進行第一次實驗，其教學目標為課程內容之認字與打字，學習者

須和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 NPC）進行文字對話，接受可理解輸入後，

透過輸入拼音及選出正確字詞完成溝通。任務為實體課程之延伸，學習者須在島

上的診所中透過文字及語音資訊進行觀察並提問以完成掛號手續，研究者則根據

任務完成比例評量學習成效。該研究並未提出其實驗結果，但就教師和學習者的

觀點提出擬真情境能提供足夠的溝通機會以及更多語言文化的實際知識，此外同

儕和環境給予之回饋亦能提高其輸出準確度。 

2010年該研究者與同事（Grant & Clerehan, 2011）進行較為深入的教學實驗，

其實驗對象為140位學生，學習內容皆為課堂所學，並於任務前進行第二人生技

能培訓。兩個任務分別為1)交換討論彼此飲食需求，蒐集餐館菜色材料，挑選適

合的菜餚並點餐；2)學習者到餐廳詢問非玩家角色如何到達市場，按其路線到市

場買食材後回餐廳做餃子，全程以打字溝通。評量部分前者採點餐時表現，後者

則根據學生完成程度給分。研究者透過「概念框架」評估第二人生在教育環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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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習者的關係後發現：3D虛擬環境可讓學習者用更豐富真實的方式進行活動練

習；小組合作時可進行小組對話並輕鬆移動到另一虛擬空間以避免小組間的干擾；

任務過程中之輸出皆會被記錄下來；學習者可自行透過打字控制學習內容。針對

任務過程，學習者提出第二人生中之任務較難掌握但比傳統方式提供更多學習可

能性，對於透過任務成果評量亦表肯定。技術部分則提出網路太慢會干擾學習。 

Chen（2010）之任務型華語教學研究於2009年進行，對象為26位修習基礎華

語之大學生，並於課前接受75分鐘之第二人生技能培訓。搭配實體面對面教學共

進行七個學習任務：說出地點的名稱、認識部件和漢字、自我介紹、描述房間內

物品、說明個人偏好及原因、討論彼此的興趣和回應邀請，學習者或須自行或須

小組進行，然而僅1/3的學生完成所有任務。透過問卷可知多數學習者反應良好且

希望下次能繼續學習，少數學習者反映科技難度造成其困擾或難以找到任務夥伴，

但研究者亦提出在教學角度下其益處大於缺點，其優點包含學習者間的溝通更容

易，探索擬真文化場景迅速且無須花費，而真實語境讓學習者學得更有意義。 

陳慶萱（2011）則是透過問卷方式調查12位華語實習教師和6位外籍學習者對

結合任務於第二人生教學之觀感，並輔以訪談資料說明。該實驗於第二人生中進

行三次教學，分別以簡報講授所需生詞或語法，再以任務測驗其成效。由於每小

組之教學者和學習者不同，主題亦些許不同，包含租屋、點菜、介紹住家等。結

果發現實習教師及外籍學習者對於「結合第二人生特色之教學」和「第二人生採

任務方式教學」皆給予正面回饋，但教師之觀感及滿意度皆高於學習者。而單就

華語學習者來看，大多對運用任務教學於第二人生的看法保持中立，但表示經由

任務可以接觸真實中文情境，亦認為由於臨場反應和任務設計等因素使其未能完

全發揮自身之中文能力，較不認同該教學任務設計與課本內容緊密相關。 

 由以上於第二人生進行任務型華語教學之文獻可發現，教學研究者皆肯定第

二人生之虛擬情境能提供更真實豐富的互動與文化知識，並認同在此平台中進行

任務教學較傳統方式有更多可能性，而透過此學習模式可增加和同儕、教師或環

境的溝通互動機會，其回饋亦能幫助學習者提高輸出之準確度。此外，無論是網

速太慢或操作不熟練之技術問題皆會干擾學習。然而目前研究仍多以第二人生作

為教學工具之角度出發，著重於教師及學習者的觀感與態度，即使研究多強調任

務設計的重要性，卻未能詳細說明其設計和理論以及與第二人生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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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小結 

3D多人互動虛擬環境可同時提供虛擬情境和互動真實感，其特性和外語學習

所需之真實沉浸語境、與他人溝通互動及連結生活的概念相符，使之受到矚目

（James, 2005）。其中第二人生因其廣大虛擬互動社群讓學習者較不受限地與其

他化身以目的語溝通而受到教學研究者的關注（Cooke-Plagwitz, 2008; Sadler, 

2008），也被視為模擬現實且提供沉浸社交互動的重要平台（Chiang, Tsai, Li, & 

Hsiao, 2011）和協助學習者遷移所學至真實語境的良好管道（Kan & Lan, 2010）。 

目前在第二人生中進行之語言教學多為實體課程，透過相關研究（Collentine, 

2011; Jauregi et al., 2011; Liou , 2011; Wang et al., 2009）可發現此平台具高度互動

特質以及可降低學習焦慮之匿名性，適用於任務型教學。但亦有文獻（徐新逸、

吳芳瑜，2010; Cooke-Plagwitz, 2008; Liu, 2006; Wang & Hsu, 2009）指出第二人生

需要高速網路與高階硬體設備支援，系統操作不易，且開放式環境易被干擾。針

對其缺點，文獻提出可事先測試軟硬體及網路以降低課程進行間出現的系統問題

（Wang et al., 2009），而在課程前了解第二人生之功能（Molka-Danielsen & 

Deutschmann, 2009），及設計適合進行的任務以提升學習動機（Chen, 2010）亦

是相當重要的。 

越來越多教學研究者將第二人生應用於任務型外語教學（Lan et al., 2013），

而透過此平台進行之現有任務型華語教學研究（陳慶萱, 2011; Chen, 2010; Grant, 

2008; Grant & Clerehan, 2011）可發現其虛擬情境能提供學習者更接近真實之互動

和文化體驗，比起傳統方式也具有更多學習可能性。此外，在第二人生中進行任

務型教學可增加學習者的溝通機會，過程中教師、同儕或環境提出的回饋亦可提

高學習者輸出之準確度。 

目前之研究對於應用第二人生於任務型華語教學持正面態度，但除了文獻量

為數不多之外，仍以第二人生為重心討論其作為語言教學工具下學習者之態度與

動機，或透過問卷或經由訪談說明此學習模式可提升學習者之溝通互動能力，其

中客觀討論學習者學習成效之研究相當少。另一方面，即使研究皆提及須針對虛

擬情境特色設計任務活動並強調任務設計的重要性（陳慶萱, 2011; Liou, 2011; 

Mayrath et al., 2007），卻未能詳細說明其任務設計和背後理論之連結。而現有文

獻進行之任務也僅止於導覽或經驗分享，並未針對不同任務類型做出學習成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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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較。 

因此本研究以任務型教學理論出發，設計符合任務設計原則，同時結合第二

人生虛擬情境和互動特色之教學任務，並透過學習者之前後測和任務執行歷程討

論其學習成效。而針對第二人生可能出現的缺點，本研究亦在任務學習開始前評

估學習者之操作環境，並於課程開始前進行第二人生之操作技能培訓以降低因操

作不熟練所造成的實驗干擾，同時於現場安排技術協助人員以即時解決學習者之

操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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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任務型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 

本章針對此研究所設計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及搭配的虛擬情境，分述其

學習內容架構、任務型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原則與特色，及其細部設計。 

第一節 學習內容架構 

為了有效提升 CSL 初學者之口語溝通能力，本研究以多數研究採用之 Prabhu

（1987）任務類型分類為主，設計文獻中提及較適合初學者的兩種任務類型教學，

分別為：資訊互補任務與推理任務。此兩種教學任務所涵蓋之學習內容主要參考

CEFR 課綱 A1 級之詞彙句型，依基礎級學習者易犯之語法點（伏學鳳，2007；

周小兵等，2002；張藝，2011；許紅花，2009；喬燕妮，2010；彭淑莉，2006；

黃麗儀，2009；管韻，2010；聞靜，2012；劉香君，2010；鄧守信，1999；簡淑

芬，2008）及教學主題選取，其詞彙及句型按單元詳列如表 3-1： 

表3-1 華語任務學習內容架構表 

學習單元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第一單元 

問路指引 

1. 學生能簡單地打招呼。 

2. 學生能了解並正確使

用方位詞。 

3. 學生能詢問及表達建

築物的所在。 

4. 學生能指引路線。 

5. 學生能表達自己希望

的住家位置。 

詞

彙 

你、我、他、你們、老師、學生、

是、哪裡、怎麼走、學校、醫院、

郵局、銀行、餐廳、家、商店、機

場、火車站、前面、後面、對面、

左邊、右邊、旁邊、 

直走、左轉、右轉 

主

要

句

型 

1. 你好，我是…。 

2.  S1  在   S2  的   （方位

詞）  。 

3.  S1  的  （方位詞）  是 S2 。 

4.  S1  在哪裡？  

第二單元 

整理房間 

1. 學生能清楚表達物件

位置。 

2. 學生能提出並回答疑

問句。 

3. 學生能以簡單形容詞

形容物品。 

詞

彙 

書、筆、眼鏡、杯子、畫、桌子、

椅子、櫃子、電視、電腦、餅乾、

垃圾桶、鞋子、大、小、高、矮、

想、把、上面、下面、裡面、對、

不對、遠、近、比、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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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能正確使用「把」

字句請別人擺放物品。 

5. 學生能正確使用比較句。 
主

要

句

型 

1.   描述句  嗎？ 

對/不對，  描述句  。 

2. 把 物 1  放在 物 2的 （方位

詞）。 

3.  （形容詞） 的 物  

4. A 比（不比）B  adj  得多/一

點兒/多了、A跟 B一樣 adj  。 

第三單元 

參加活動 

1. 學生能正確使用量詞。 

2. 學生能正確表達擁有

及想要的東西。 

3. 學生能表達吃/喝過

的東西及做過的事。 

4. 學生語序正確。 

5. 學生能使用了 1 

（動詞後了）用法。 

詞

彙 

吃、喝、今天、明天、昨天、喜歡、

可樂、果汁、咖啡、蛋糕、蘋果、

漢堡、炒飯、炒麵、瓶、杯、塊、

個、顆、盤、一~十、去過、台灣、

中國、法國、埃及、美國、熱、冷、

好、不好 

主

要

句

型 

1. 數詞+量詞+名詞。 

2. 我有/想/要  （數量名詞）  。 

3. 我今天/明天要____。 

4. 我昨天_V_了_____。 

5. S V 過 O。 

本研究所設計之資訊互補任務及推理任務中所有的任務活動、教學情境皆根

據表 3-1 的學習目標所設計，其教案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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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任務型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原則與說明 

目前的任務教學大多只讓學習者參與問題解決，從中練習所學之內容，其任

務並未經過結構化設計。本研究之教學任務根據任務步驟（修改自Willis，1996）

設計，包含前任務、任務執行與後任務，如圖3-1所示。 

 

圖3-1 教學任務步驟 

本研究之教學任務共有三個主題，分別為【單元一：問路指引】、【單元二：

整理房間】及【單元三：參加活動】，以下就單元二為例說明其教學任務設計，

其餘教學設計詳見【附錄一】。 

前任務主要以小型簡單的活動為主，目的在於幫助學習者再次複習任務執行

歷程所需之詞彙和句型。以單元二為例，其前任務為「大家來找碴─AB房間找不

同」：每個小組一半人員進入A房間，一半進入B房間，兩間房間之擺設有些許不

同，其出現物品包含電視、櫃子、椅子、桌子、書、電腦、鞋子等，學習者需在

五分鐘內和其組員討論自己所在房間的物品及其擺放位置，同時比較兩間房間的

相異點，並在最後搶答時間提出答案。其前任務說明與其第二人生虛擬情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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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2所示。 

表3-2 前任務情境設定表（以單元二為例） 

前任務活動 前任務說明 第二人生虛擬情境設定 

大家來找碴 

─AB房間找

不同 

請每個小組一半人

員至A房間，另一半

至B房間，大家相互

討論哪裡不一樣。

連同主任務表現最

好的小組可以獲得

SL機車並兜風。 

教師提示語： 

房間裡面的東西我

們都學過：椅子、

桌子、電腦、櫃子…

要用我們學過的句

子，有___嗎？___

在哪裡？A比B怎

麼樣… 

A房間 

 
B房間 

 

任務執行歷程之設計以Prabhu（1987）提出之任務類型為主，選擇適合初學

者之「資訊互補任務」及「推理任務」，同時納入廖曉青（2002）所提出成效較

高的雙向、計畫性、封閉式任務概念。兩種任務差別在於「資訊互補任務」強調

兩組學習者彼此缺少一部分可完成任務之資訊，需要相互提供其缺少的部分，從

問答的過程中進行溝通，當兩組學習者成功交換並整合其擁有的資訊時便能完成

任務；「推理任務」則是全組學習者共享不完整的資訊，由已知的資訊進行推論

協商，推理出新資訊後便可完成任務。由於「資訊互補任務」和「推理任務」在

資訊獲取方式不同，即使任務主題相同，兩組學習者在「了解任務」階段會得到

不同的訊息。而在「計畫階段」和「執行階段」兩組學習者皆透過耳機麥克風分

配工作及討論執行，在「完成階段」也皆須進行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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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學任務之外，本研究亦根據教學目標，搭配教學及任務內容建立虛擬

情境。文獻提及真實情境營造對語言學習相當重要（Brown, 2000; Krashen, 1981），

但由於時間空間的侷限而難以應用在現實課堂中，故本研究透過第二人生建構教

學所需之擬真情境，以補足現實中課堂缺乏真實語境練習之問題。其特色在於學

習者可藉由電腦並透過網路沉浸於情境而後學習，教學者亦可省下教學移動所耗

費之時間或建置語境的費用和精力。 

以單元二之任務歷程「餅乾不見了」為例，兩組之教學步驟及其情境設定如

下頁表3-3所示。兩組學習者皆須找出偷吃餅乾的人，不同點在於「資訊互補任務」

之學習者在每個人分別按下瞬間移動器後便移動到該儀器標明之房間，在任務執

行階段結束前無法移動至其他房間亦無法出來，故只擁有自己房間的資訊，學習

者須和其他組員溝通、交換訊息和線索，整合後方能完成任務；「推理任務」下

之學習者則可自由進出所有無標明主人名字之房間，同時根據得到的小組提示卡

及房間擺設推論出其主人，並依找到的線索延伸推論出吃餅乾的人。了解任務後，

學習者透過耳機麥克風並經由第二人生中的通話功能進行討論與任務分配，進而

在虛擬情境中執行任務如圖3-2並報告。後任務時教師則根據學習者輸出內容給予

回饋修正，同時獎賞鼓勵。以單元二為例，完成任務的小組可得到第二人生中的

機車並開放兜風，如圖3-3所示。 

 

圖3-2 學習者於第二人生中進行任務歷程 

 

圖3-3 完成任務之小組得到機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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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任務執行歷程情境設定表（以單元二為例） 

任務名稱  資訊互補任務 推理任務 

單元二 

餅乾不見了 

任

務

說

明 

1. 解釋任務 5 mins 

Watson 放在客廳的餅乾不

見了，可能是 Diane, David, 

Daniel 吃的。你們要到他們

的房間，看看客廳裡有什

麼，每個人房間裡有什麼，

討論之後找出誰吃 Watson

的餅乾跟大家用中文報告。

三個組一起比賽，看哪一組

最快答對。 

延伸說明： 

你們可以先討論誰去哪一間

房間（移動球上有名字）。一

個一個討論看到的東西再看

誰吃了餅乾，一個同學負責

報告。句子不要忘記「的」

和「在」，還有…比…。例如：

客廳裡有…，Diane 的…比

David 的便宜… 

1. 解釋任務 5 mins 

客廳桌上有被咬一口的餅乾和

一個大腳印。這裡有三間房

間，還有三張寫主人名字的照

片。你們要找出房子的主人是

誰，並找出誰吃了 Watson 的餅

乾跟大家報告。例如：客廳-大

的腳印，貴的杯子，會畫畫 

延伸說明： 

你們可以到客廳看看有什麼線

索，再看看三張照片，討論誰

的房間有什麼。去不同房間，

再看看自己在誰的房間。大家

可以隨時討論誰吃了餅乾，一

個同學負責報告。句子不要忘

記「的」和「在」，還有…比…。

例如：客廳裡有…，Diane 的…

比 David 的便宜… 

2. 討論溝通 5 mins 

3. 任務執行 15 mins 

4. 學生報告答案& 

老師公佈解答 10 mins 

2. 討論溝通 5 mins 

3. 任務執行 15 mins 

4. 學生報告答案& 

老師公佈解答 10 mins 

單元二 

餅乾不見了 

情 

境

設

定   

 
客廳 

David 的房間 

(推理組不標名） Daine 的房間 

(推理組不標名） 

Daniel 的房間 

(推理組不標名） 

只能進單一房間 

之瞬間移動器 

 

小組共有之提示卡 

了解任務

階段 

計畫階段 

執行階段 

完成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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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單元二之情境設計來說，無論是前任務中讓學習者同時進入兩間房間

並比較其中物件和不同擺設之虛擬情境（如表3-2中之圖所示），或是任務執行歷

程中將整棟房子作為教學情境讓學習者於其中進行任務與溝通練習（如表3-3中之

圖所示），皆是傳統課堂中較難達成或需花費非常多精力的，而透過這種任務型

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便能營造擬真情境以幫助學習者學習。研究者根據教學目

標及任務設計列出所需之物件與功能後進行組合。建構之工具為第二人生中之擬

真物品、內建之建造編輯功能，以及用於驅動物件或化身的LSL（Linden Scripting 

Language）語法。以下仍以單元二建構之虛擬情境為例說明其方法，如表3-4所示： 

表3-4 虛擬情境建構說明（以單元二為例） 

任務情境 所需物件及功能 

大家來找碴─AB房間找不同 

 

房子、電視、櫃子、電腦、書、盤子、桌

子、椅子、餅乾、鞋子 

文字漂浮語法：用於標明鞋號和電腦價錢 

 

餅乾不見了─任務房建構 

 

1. 一棟有三間房間和一間客廳的屋子。 

2. 客廳（1F前）：桌上有一塊餅乾（缺一

角）、打翻的水+水杯（NT1000）、蠟筆、

地板有個一腳印（9號鞋）。 

3. Diane的房間（3F）：一盤餅乾、小鞋

子（5號鞋）、水杯（NT1000）、高櫃

子 

4. Daniel的房間（1F後）：大鞋子（9號鞋，

放在矮椅子下面） 、水杯（NT100）、

畫到一半的鉛筆畫@桌上 

5. David的房間（2F）：大鞋子（9號鞋，

放在高椅子下面）、垃圾桶（桌子旁）

裡有餅乾屑、水杯（NT1000）、畫架+

畫好的蠟筆畫 

6. 文字漂浮語法：用於標明鞋號和杯價 

default 

{ 

    state_entry() { 

        llSetTimerEvent(10）; 

    } 

    timer() { 

        llSetText("NT$:1000", < 1,1.1,1>, 1.0) ; 

    } 

} 

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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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虛擬情境建構說明（以單元二為例）~續 

任務情境 所需物件及功能 

餅乾不見了─資訊互補任務組 

 

四台傳送器、文字漂浮語法：用於標明傳

送點、傳送語法： 

 

餅乾不見了─推理任務組 

 

 

 

三塊板子、場景截圖、內建貼圖功能 

文字漂浮語法：用於標明提示 

string      g_SitText   =  "Teleport"; 

vector      g_SitOffset =  <-10.0, 0.0, 0.0>; 

default 

{ 

    state_entry() 

    { 

        llSetSitText(g_SitText); 

        llSitTarget(g_SitOffset, 

ZERO_ROTATION); 

    } 

     

    changed(integer change) 

    { 

        key id = llAvatarOnSitTarget(); 

        if(change & CHANGED_LINK) 

        { 

            llSleep(1); 

            llUnSit(id); 

        } 

    } 

} 

改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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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進行任務型教學法於第二人生之實作，採實驗研究法，透過過程觀察、

前後測及態度問卷了解 CSL 初學者在不同任務類型下的口語成效、口語錯誤類型

以及學習者對此學習方式的態度與意見。本章共分為五節，以下分別就研究對象、

研究設計、研究工具、實驗程序、資料蒐集與分析進行說明與闡述。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之 CSL 學習者共 30 位，其中 26

位來自印尼是為最大宗，2 位來自越南，1 位來自美國，1 位來自於南非。學習者

年齡介於 19 至 24 歲，程度為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Council of Europe, 2001）

下之 A1 級，即入門初學者，具基本華語聽說讀寫能力，能進行簡單之口語溝通。

研究者將學生隨機分派至「資訊互補任務組」及「推理任務組」，兩組各 15 人。 

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實驗研究法，探討 CSL 初學者在任務型教學及「資訊互補任務組」

與「推理任務組」下其口語溝通能力、口語錯誤類型以及學習者對於以此方式學

習華語之動機、態度與意見之差異。 

    本研究之研究變項如下： 

一、 自變項 

自變項為教學任務類型，依資訊獲取方式分為「資訊互補任務組」和「推

理任務組」，詳見第一章名詞釋義。 

二、 依變項 

(一) 學習成效及口語表現： 

本研究所探討之學習成效包含學習者於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之分數

和答題狀況，以及任務執行的結果和口語輸出。 

(二) 口語表達中的文法錯誤類型： 

主要探討學習者於華語溝通能力測驗口說部分答題及任務執行部分

之文法錯誤。 

(三) 學習態度： 

包含華語學習動機與學習者使用第二人生學習華語之態度。在華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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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動機部分主要探討學習者在實驗前後於情意層面（Affective 

dimension）、實用層面（Pragmatic dimension）與教學情境相關層面

（Educational context-related dimension）之華語學習動機。在第二人

生用於華語學習之態度部分，則針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的實用性

（Usefulness），滿意度（Satisfaction）和容易性（Easiness）討論學習

者之使用態度。 

三、 控制變項 

(一) 實驗時間： 

資訊互補任務組與推理任務組之學習者皆於教學實驗開始前接受 50

分鐘的第二人生操作技能培訓，兩組亦同時進行三個單元之教學實驗

處理，每個單元包含 50 分鐘的主題詞彙句型教學以及 50 分鐘的任務

型教學，學習時間共 300 分鐘。 

(二) 教學者 

教學者為兩位具有實際課堂及第二人生中教學經驗之華語教師，於此

實驗中輪流進行教學。對兩個任務類型組別之學習者而言，接受兩位

教學者之學習時數皆相同。 

(三) 實驗環境 

為排除研究對象所處環境不同可能造成之干擾，學習者所在的電腦教

室其軟硬體設備及網速皆相同，現場亦有協助人員可及時解決技術或

操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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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別為任務型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試題、

華語學習動機問卷、第二人生可用性問卷與口語輸出評量表，以下詳述： 

一、任務型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 

學習範圍為研究者根據 CEFR 課綱 A1 級所選取之詞彙句型，並融入「把」

字句、比較句、「在」的用法、「了」的用法、量詞等初學者易犯之語法點。學習

目標在於學習者可在任務執行後於真實語境中正確使用標的句型進行溝通。 

教學任務根據本研究提出之任務步驟設計（修改自 Willis，1996），包含前任

務、任務執行與後任務。前任務以複習主任務所需詞彙句型之小活動為主，任務

執行部分則根據 Prabhu（1987）之任務類型研究分別設計「資訊互補任務」及「推

理任務」，後任務則是教師根據學習者輸出內容給予回饋及修正。教學任務共三

個主題，分別為問路指引、整理房間及參加活動。 

根據教學目標與任務設計，研究者亦於第二人生中找尋、設計並建造相關擬

真場景如學校、餐廳、機場、火車站、超市及房間等。除了利用既有的記事卡和

擬真物品如傢俱、交通工具、食物、飲料等，亦自行製作地圖、街道模型、錄音

機、瞬間移動器等，詳見【第三章任務型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 

二、華語溝通能力測驗試題 

測驗範圍為教材內容之詞彙、句法，主要測試學習者對教學內容的了解與其

溝通能力。前後測考題分別有 20 題，為副本試卷，經三位學科專家檢視。前後

測皆採線上測驗，考試時間共 20 分鐘。為避免學生因看不懂漢字而干擾作答，

測驗題型包含看圖聽力選擇與口說錄音。詳細測驗內容請參閱【附錄二】及【附

錄三】。測驗平台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籃玉如老師團隊所開發之

華文能力測驗系統（http://140.122.76.74/exam/cht/student/index.php），測驗前研

究者亦對學習者進行系統操作說明以降低學習者因對測驗系統操作不熟練所造

成的干擾。 

http://140.122.76.74/exam/cht/student/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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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線上測驗介面截圖 

三、華語學習動機問卷 

為得知華語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偏向何層面，以及教學環境對學習者動機之影

響，本研究之動機量表問卷綜合多位學者之研究（Dörnyei, 1990; 1998; Schmidt, 

Boraie, & Kassagby, 1996; Wei, 2007）修改而成，包含三個向度： 

1. 情意層面（Affective dimension） 

包含愉悅經驗子向度（Pleasure experience sub dimension）、自我充實子向

度（Self- satisfaction sub dimension）、目標相關子向度（Goal-related sub 

dimension）、自我概念子向度（Self-concept-related sub dimension），主要調

查學習者學習華語的內在因素。 

2. 實用層面（Pragmatic dimension） 

主要在調查學習者是否將華語作為讓生活更好的工具，並因外在誘因而

學習華語。 

3. 教學情境相關層面（Educational context-related dimension） 

主要調查學習者對當下華語課程學習氛圍、學習環境和學習活動的態度。 

問卷為半結構式問卷，一題為意見表達，其餘 31 題採李克特氏四點量表設

計，依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之順序，分別給予 4、3、2、1 分。 

按下可聽題

目 

點圖放大 

錄音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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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對象為澳洲某大學參與第二人生中文課之學生共 49 位，經信度分析結

果如表 4-1 和表 4-2。本問卷整體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值為.936，表示

具有不錯的信度，可作為測量學習者華語學習動機之良好工具。而各向度之信度

分析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別如下：情意層面向度為.899，實用層面向度為.805，

教學情境相關層面向度則為.837。詳細之問卷內容請參見【附錄四 A】。 

表4-1 華語學習動機問卷預試信度分析結果摘要表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個數 

.936 31 

 

表4-2 華語學習動機問卷各向度預試信度分析結果摘要表 

面向 題目編號 項目個數 Cronbach' s Alpha 值 

情意

層面

向度 

愉悅經驗子向度 1、8、27 3 .707 

.899 

自我充實子向度 5、13、16、19 4 .813 

目標相關子向度 
6、11、17、23、

24 
5 .714 

自我概念子向度 2、10、15、22 4 .746 

實用層面向度 
3、7、12、20、

21、25、28 
7 .805 

教學情境相關層面向度 
4、9、14、18、

26、29、30、31 
8 .837 

四、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問卷 

越來越多教學者與研究者使用第二人生進行語言教學，研究（Kan & Lan, 

2010）亦提及第二人生能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並有助於學習，但多半以課後訪

談為主，尚未有較具結構性之問卷可供教學研究者評估其可用性。本研究根據

Lund（2001）之研究修改而成，問卷包含三個向度：實用性（Usefulness），容

易性（Easiness）和滿意度（Satisfaction），分別調查學習者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

學習是否實用、易用、易學，以及是否滿意之態度。 

問卷為半結構式，有一開放問題，其餘 22 道題目採李克特氏四點量表設計，

以 1 至 4 分來計算，得分愈高代表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教學之滿意度愈高，反之

則表示滿意度愈低。 

本問卷之預試對象亦為澳洲某大學參與第二人生中文課之學生共 49 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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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4-3，可知整份問卷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值為.977，

代表此份問卷具有不錯的信度，可作為測量學習者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教學感受

之良好工具。而各向度之信度分析則如表 4-4 所示，其 Cronbach's Alpha 值列舉

如下：實用性向度為.934，容易性向度為.956，滿意度則為.951。詳細問卷內容請

參見【附錄四 B】。 

表4-3 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問卷預試信度分析結果摘要表 

Cronbach's Alpha 值 項目的個數 

.977 22 

 

表4-4 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問卷預試信度分析結果摘要表 

面向 題目編號 項目的個數 Cronbach' s Alpha 值 

實用性向度 2、8、11、12, 15, 18 6 .934 

容易性

向度 

易用性子向度 
4、7、9、10、16、

21 
6 .919 

.956 

易學性子向度 3、6、14、20 4 .908 

滿意度向度 
1、5、13、17、19、

22 
6 .951 

五、口語輸出評量表 

本研究以美國加州教育廳（1981）設計給非英語母語者的二語口說能力的評

分量表為主，參考 Ko（2012）和 Gottlieb（1999）所提出之評分標準，並整合 Skehan

（1998）提出評鑑任務的三向度（準確度 Accuracy、流暢度 Fluency、複雜度

Complexity），提出一修正版的華語口說能力評量表。依學習者在不同向度之表現，

評量者可依據此表給予 1 至 5 分，分別代表該向度能力為缺乏、不足、侷限、適

中、優秀。本研究則用以評量學習者之前後測口說表現，而詳細之評量表請參見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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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驗程序 

本研究之實驗自 2013 年 3 月 1 日前測開始，至同年 5 月 24 日訪談結束，於

每週五進行。去除因配合學習者學校日程而暫停之週數，實驗實際進行 10 週，

每週每節課為 50 分鐘。其中，前測一節課、培訓一節課、實驗處理六節課、後

測一節課、訪談一節課，總實驗時間共計十節課 500 分鐘。 

第一週進行目的內容之華語溝通能力前測與學習者華語學習動機問卷之施

測；第二週進行第二人生基本技能培訓；第三週至第八週進行三個循環的教學暨

任務單元實驗處理；第九週進行華語溝通能力之延宕後測，同時進行華語學習動

機問卷後測，並請學習者填寫第二人生可用性問卷；第十週進行課後訪談。 

圖 4-2 為本研究的實驗程序圖，而各階段的內容詳述如下： 

 

圖4-2 實驗程序圖 



 

44 

一、 前測 

於實驗第一週進行，對隨機分派至資訊互補任務組和推理任務組之學習者施

予「華語溝通能力測驗」前測，題目共有 20 題，題型為看圖聽力及口說，測驗

時間為 20 分鐘。同時讓學習者填寫華語學習動機問卷 30 分鐘。 

二、 第二人生基本操作技能培訓 

為減少參與者因軟體不熟練而造成之實驗干擾，於實驗第二週現場進行第二

人生基本操作技能培訓，內容包含移動、飛翔、改變視角、拍照、現場語音與小

組通話、給予/接受物品與穿戴、記事卡使用及移動物品等，共一節課 50 分鐘。 

三、 實驗處理 

於實驗第三週至第八週進行每週一節課（50 分鐘）之實驗教學，共三個單元，

為期六週共六節課（300 分鐘）。每個單元包含一節主題詞彙句型教學和一節教

學任務，其中教學任務部分依任務步驟設計，分別有前任務、任務執行（了解任

務、計畫階段、執行階段、完成階段）與後任務，而任務執行階段依資訊獲取方

式分為兩個實驗組，分別採用資訊互補任務與推理任務。全程教學皆在第二人生

中進行，並以軟體 Fraps 錄影紀錄。 

四、 延宕後測 

於實驗第九週即教學任務課程結束後一週進行「華語溝通能力測驗」後測，

題目共有 20 題，題型為看圖聽力及口說，測驗時間為 20 分鐘。同時進行華語學

習動機問卷之後測與第二人生可用性問卷施測 30 分鐘。 

五、 課後訪談 

實驗第十週全數課程結束後，於資訊互補任務組及推理任務組中各隨機抽取

三位學習者進行訪談，主要在於了解學習者在第二人生中透過任務學習的經驗。

訪談問題共五題，詳列如下： 

Q1：對用第二人生和任務學中文有什麼想法？ 

Q2: 你最印象深刻的任務是哪一個？ 

Q3: 和其他同學一起解決任務的感覺？ 

Q4: 在第二人生裡學中文跟在教室裡學中文哪裡不一樣？ 

Q5: 有什麼建議或想跟老師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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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包含五部份：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成績、學習者任務執行

影片與逐字稿、華語學習動機問卷前後測填答結果、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

用性問卷填答結果及課後訪談錄音檔與逐字稿。 

上述資料進行下列分析處理以解答研究問題： 

(一) 以二因子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比較接受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及

推理任務）學習之學習者其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成績，觀察組間及組內

差異是否達顯著以檢驗學習成效。 

(二) 前後測口說部份及任務執行部分教學影片逐字稿依口語錯誤編碼，並進

行敘述統計以探討學習者在此教學設定下之口語錯誤。同時以敘述統計

結果比較不同任務下（資訊互補任務及推理任務）學習者之口語錯誤類

型和次數是否有差異，輔以質性資料說明。 

(三) 以二因子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比較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及推理

任務）下學習者在華語學習動機問卷前後測中封閉式問題之填答結果，

觀察其動機在組間及組內是否有差異；開放式問題則依回答內容進行編

碼彙整。 

(四) 第二人生可用性問卷以敘述統計分析學習者在封閉問題之填答狀況，並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不同任務下（資訊互補任務及推理任務）學習者的

態度是否有差異，開放式問題則依回答內容進行編碼彙整。 

(五) 將學習者訪談錄音內容撰打成逐字稿，並將學習者之意見編碼彙整並進

行敘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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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分析 CSL 初學者透過第二人生中進行的華語教學任務後，其「口語

溝通能力表現」、「口語錯誤類型」、「學習態度」之差異情形，並於最後一節針對

研究結果進行討論。 

第一節 口語溝通能力表現 

本節主要分析任務型教學及其下兩種任務類型於第二人生之實作對CSL初級

學習者口語溝通能力表現之影響。 

為了解【待答問題1：任務型教學在第二人生中之實作對CSL初學者之華語口

語溝通能力有何影響？】及【待答問題2：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

任務）對CSL初學者華語口語溝通能力之影響是否有差異？】，對資訊互補任務

組與推理任務組學習者之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成績做二因子混和設計變異數分

析，同時比較其組間與組內之差異，其結果詳見圖5-1以及表5-1至表5-3。 

從表5-1可知，資訊互補任務組（N=15）在前後測得分平均分別為28. 33、45.00；

標準差分別為14.622、10.744；推理任務組（N=15）在前後測得分平均則分別為

30.40、53.13；標準差分別為12.235、8.123。全體參與者（N=30）之前測平均為

29.37，標準差為13.289；後測平均則為49.07，標準差為10.232。而不同任務類型

和其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之交互作用則如圖5-1所示。 

表5-1 任務類型與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之描述性統計量表 

自變項 
B因子 華語溝通能力測驗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A因子 

任務類型 

資訊互補任務 a1 

（N=15） 

28.33 

（14.622） 

45.00 

（10.744） 

推理任務 a2 

（N=15） 

30.40 

（12.235） 

53.13 

（8.123） 

 
邊緣平均數 

（N=30） 

29.37 

（13.289） 

49.07 

（10.232） 

註：細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的數字為其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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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不同任務類型與華語溝通能力交互作用圖示 

又從表5-2可知，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後，「任務類型」和「華語溝通能力」

之交互作用（F=1.975, p=.171）未達顯著水準，因而對個別因子「主要效果」進

行探討如表5-3。結果發現在「任務類型」組間比較下，前測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

水準，但後測達顯著，代表透過不同任務類型學習的學習者，在華語溝通能力測

驗成績進步有顯著差異，以推理任務較優。此外在「華語溝通能力測驗」下，無

論是資訊互補任務組（F=25.480, p=.000）或是推理任務組（F=66.790, p=.000）之

主要效果皆達到顯著水準，表兩種任務類型對華語學習者之溝通能力皆有幫助。 

表5-2 任務類型*華語溝通能力測驗二因子混合樣本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型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任務類型 390.150 1 390.150 1.926 .176 

華語溝通能力測驗 5821.350 1 5821.350 83.284 .000 

任務類型*溝通能力 138.017 1 138.017 1.975 .171 

誤差 1957.133 28 69.898   

表5-3 任務類型暨華語溝通能力測驗主要效果檢定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任務類型（A 因子）      

在溝通能力前測 b1 32.033 1 32.033 .176 .678 

在溝通能力後測 b2 496.133 1 496.133 5.470 .027
*
 

溝通能力（B 因子）      

在資訊互補任務 a1 2083.333 1 2083.333 25.480 .000
***

 

在推理任務 a2 3876.033 1 3876.033 66.790 .000
***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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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口語錯誤類型 

本節旨在整理歸類CSL初級學習者於華語溝通能力測驗及任務執行中所出現

的口語錯誤並分析之。 

為了解【待答問題3： CSL初學者在學習歷程中常犯之口語錯誤類型為何？】，

整理學習者於溝通能力測驗口說部分回答與任務執行報告階段之口語輸出，按照

語法點進行口語錯誤編碼與敘述統計，其結果如表5-4，並將病句列出如下： 

表5-4 CSL初學者口語語法偏誤之編碼統計量 

錯誤類別 學生錯誤舉例 次數 

「把」字句偏誤 

*杯子把在桌子上。 

*把杯子上來。 

*他把杯子在桌子上。 

13 

語序錯誤 
*在右邊的學校。 

*有餅乾的剩下。 
9 

動詞詞序偏誤 
*轉右邊/轉左邊 

*從火車站往前走，然後再轉右邊。 
8 

「的」字缺漏 
*左邊比較高。 

*右邊比較小。 
7 

連接詞混淆 
*我要一瓶可樂，然後一塊餅乾。 

*左邊的書桌比右邊的書桌高還是大。 
2 

英語直譯 
*因為在他的房間有寫字，他的寫字 

*十二千。 
2 

比較句偏誤 
*左邊更高的，右邊更矮的。 

*A的椅子比較小比B的椅子。 
2 

焦點句偏誤 
*左邊更高的。 

*他的耳機不能用的。 
2 

副詞詞序錯誤 
*在餐廳的旁邊，你要就往前走，過老 

 師的家，就會看到銀行。 
1 

可知CSL初學者常犯的偏誤為「把」字句偏誤、語序偏誤、動詞詞序偏誤以

及「的」字缺漏，分別有13、9、8、7次語誤的出現。其中，「把」字句出現13

次的誤用，是錯誤率最高的語誤，學習者普遍出現的病句為「*杯子把在桌子上。」、

「*把杯子上來」和「*他把杯子在桌子上」。語誤頻率次高的為「語序偏誤」，

學習者將句子中的詞彙錯序，如「*在右邊的學校。」、「*有餅乾的剩下。」，

接著為動詞詞序偏誤如「*轉右邊/轉左邊」，而缺少「的」的病句如「*左邊比較

高。」比率亦高。除此之外，連接詞用法混淆、英語直譯及比較句、焦點句亦是

學生會犯的錯誤類型，各出現2次的偏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學習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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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中未教學的「更」字以表比較，但因用法錯誤而出現「*左邊更高的，右邊

更矮的。」的病句，另一位學習者則是將副詞「就」置於錯誤位置。 

另外，為了解【待答問題4：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下

CSL初學者所犯之口語錯誤是否有差異？】，將兩組學習者所犯之語法錯誤類型

及次數進行敘述統計分析，其結果如表5-5所示。 

表 5-5 不同任務類型下 CSL 初學者口語偏誤之編碼統計量 

任務類型 錯誤類別 次數 總數 

資訊互補任務 

「把」字句偏誤 9 

23 

語序錯誤 4 

動詞詞序偏誤 3 

「的」字缺漏 4 

連接詞混淆 0 

英語直譯 1 

比較句偏誤 1 

焦點句偏誤 1 

副詞詞序錯誤 0 

推理任務 

「把」字句偏誤 4 

22 

語序錯誤 5 

動詞詞序偏誤 5 

「的」字缺漏 2 

連接詞混淆 2 

英語直譯 1 

比較句偏誤 1 

焦點句偏誤 1 

副詞詞序錯誤 1 

由表5-5可發現資訊互補任務組與推理任務組之學習者所出現之偏誤次數相

差無幾，但在類型上卻不大相同。資訊互補任務組的學習者的偏誤集中於「把」

字句，語序偏誤和「的」字偏誤；推理任務組的分佈較為平均，但以語序、動詞

詞序偏誤較多，由此可見兩種不同任務所引發之語誤類型有些微不同。 

雖然從上述資料可知兩組學習者出現偏誤的次數幾乎沒有差別，任務執行歷

程中的溝通量亦差不多，但兩組學習者順利達成溝通目的之比率不大相同，如表

5-6所示。相較於推理任務學習者幾乎皆能達成溝通目的並完成任務，資訊互補任

務組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交換資訊但未能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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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不同任務下學習者完成任務之比率 

任務單元 資訊互補任務組完成率 推理任務組完成率 

單元一：找禮物 0/3 1/3 

單元二：餅乾不見了 1/3 3/3 

單元三：拜訪朋友 1/3 3/3 

註：表示方法為總小組數為分母，完成小組數為分子，即 完成小組數/總小組數 

以單元二主任務【餅乾不見了】之任務執行為例，從資訊互補任務組一焦點

組之對話過程可發現，雖然學習者間有訊息往返，但未達成溝通目的，其對話過

程如表5-7所示： 

表5-7 資訊互補任務組【單元二】任務執行之節錄 

語段開始時間 學習者交談內容 語段結束時間 

[00:09:31.69] 
學生1: 喂！你看到什麼？ (學生2名字)你看得

到什麼？ 
[00:09:38.04] 

[00:09:38.22] 學生2: 有餅乾！ [00:09:39.91] 

[00:09:40.15] 學生1: 餅乾在哪？ [00:09:41.36] 

[00:09:44.32] 學生2: 有的！有餅乾。 [00:09:47.59] 

[00:09:47.62] 學生1: 那餅乾在哪？(笑) [00:09:49.06] 

[00:09:50.32] 學生2: 有，三個。 [00:09:53.31] 

[00:09:53.43] 學生1: 那餅乾在哪？(崩潰) 三個在哪裡？ [00:10:06.05] 

[00:10:06.57] 學生2: 在Dianes的房間。 [00:10:09.73] 

[00:10:10.01] 學生1: 他的房間哪裡？ [00:10:13.36] 

[00:10:13.88] 學生2: 什麼？ [00:10:15.43] 

[00:10:16.42] 學生1: 他的房間哪裡有餅乾？ [00:10:18.14] 

[00:10:20.25] 學生2: Dianes的房間。 [00:10:22.65] 

[00:10:22.82] 學生1: 他的房間哪裡！！！(怒) [00:10:25.18] 

[00:10:25.58] 

學生3: 喂! 喂! 喂! 

學生1: 在桌上嗎? 在桌上嗎? 

學生3: 喂! 

[00:10:45.64] 

[00:11:12.08] 學生1: 餅乾在哪裡？ [00:11:13.99] 

而同樣以單元二主任務【餅乾不見了】之任務執行為例，推理任務組的任務

完成率較高。焦點組織學習者以母語穿插目的語協商所得到的線索，而後推理出

不同房間住了誰並完成任務，其溝通協商過程如表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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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推理任務組【單元二】任務執行之節錄 

語段開始時間 學習者交談內容 語段結束時間 

[00:03:31.51] 
學生21：哈囉？哈囉～哈囉～ 

 (從三樓往二樓移動) 
[00:03:35.58] 

[00:03:38.56] 學生21：【學生22名字】！ [00:03:40.01] 

[00:03:42.60] 學生21：喂？ [00:03:44.42] 

[00:03:50.64] 
學生 22：出垃圾桶在這邊！ 

(學生 21 往學生 22 方向移動) 
[00:03:53.19] 

[00:04:03.59] 學生 22：需要一個人在下面(印尼文翻譯)。 [00:04:05.75] 

[00:04:13.71] 學生 23：是什麼分組，我不知道，不知道。 [00:04:18.24] 

[00:04:32.41] 學生 20：誰有。。。誰(印尼文翻譯)？ [00:04:50.75] 

-------------另一段影片開始----------------- 

[00:00:00.28] 學生21：(移動到客廳)哦～ [00:00:00.95] 

[00:00:04.38] 學生21：欸討論，天啊喔喔喔(印尼文翻譯)。 [00:00:05.90] 

[00:01:07.65] 學生20：欸～ [00:01:09.17] 

[00:01:18.08] 
學生21：(移動到二樓房間) 

        頭疼，頭疼(印尼文翻譯)。 
[00:01:19.91] 

[00:01:28.47] 學生20：聽的到阿 [00:01:30.57] 

[00:01:37.67] 學生22：頭疼是不是(印尼文翻譯)？ [00:01:40.30] 

[00:01:41.46] 學生23：哈囉？ [00:01:42.83] 

[00:02:07.16] 學生20：哦～ [00:02:08.69] 

[00:02:08.69] 學生21：這個是～ [00:02:09.90] 

[00:02:11.66] 
學生22：這邊在上面，在樓上的是第、第三樓

啊，第三樓是Daniel！ 
[00:02:17.00] 

[00:02:17.00] 學生21：第三樓是Diana！ [00:02: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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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習態度 

本節旨在分析CSL初級學習者對於在第二人生透過任務學習的態度，包含其

華語動機和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評估以及學習者之意見與訪談。 

為了解【待答問題5：CSL初學者對於在第二人生中以任務學習華語之態度為

何？】和【待答問題6：在第二人生中透過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

學習華語之學習者其態度是否有差異？】，分別將資訊互補任務組與推理任務組學

習者之華語學習動機問卷前後測做二因子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同時比較其組間

與組內之差異；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問卷及其各向度結果進行敘述統

計分析並以獨立樣本t檢定比較組間差異；學習者之意見與訪談則經編碼彙整。 

壹、 華語學習動機 

從表5-9可知，資訊互補任務組（N=15）學習者在華語學習動機四點量表前

後測之平均分別為3.128、3.330；標準差分別為.272、.216；推理任務組（N=15）

之學習者在前後測平均則分別為3.006、3.238；標準差分別為.318、.426。全體參

與者（N=30）之前測平均為3.067，標準差為.297；後測平均3.284，標準差為.335。 

表5-9 任務類型與華語學習動機之描述統計量 

自變項 
B因子 華語學習動機 

動機前測 動機後測 

A因子 

任務類型 

資訊互補任務 a1 

（N=15） 

3.128 

（.272） 

3.330 

（.216） 

推理任務 a2 

（N=15） 

3.006 

（.318） 

3.238 

（.426） 

 
邊緣平均數 

（N=30） 

3.067 

（.297） 

3.284 

（.335） 

註：細格內的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的數字為其標準差。 

透過不同任務類型與華語學習動機前後測二因子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比較

其組間與組內之差異，其交互作用如圖5-2所示，結果詳見表5-10及表5-11。 

從表5-10可知，在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後，「任務類型」和「華語學習動

機」之交互作用（F= .40, p=.843）未達到顯著水準，因而對個別因子之「主要效

果」進行探討如表5-11。結果發現在「任務類型」組間比較下，動機前後測之主

要效果皆未達顯著水準，表透過不同任務類型學習的學習者，在華語學習動機上

無顯著差異；而在「華語學習動機」下，資訊互補任務組（F= 6.381, p= .024），

之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表資訊互補任務下學習者之學習動機前後測差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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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理任務組則無顯著（F= 3.397, p= .087）。 

 
圖5-2 不同任務類型與華語學習動機交互作用圖示 

表5-10 任務類型*華語學習動機二因子混合樣本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型III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平方

和 
F值 顯著性 

任務類型 .170 1 .170 1.441 .240 

學習動機 .707 1 .707 8.473 .007
***

 

任務類型*學習動機  .003 1.000 .003 .040 .843 

誤差 2.336 28 .083   

 

表5-11 任務類型暨華語學習動機主要效果檢定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任務類型（A 因子）      

在動機前測 b1 .111 1 .111 1.263 .271 

在動機後測 b2 .063 1 .063 .553 .463 

學習動機（B 因子）      

在資訊互補任務 a1 .307 1 .307 6.381 .024
*
 

在推理任務 a2 .403 1 .403 3.397 .087 
*
p<.05  

**
p<.01  

***
p<.001 

又為了進一步觀察學習者在華語學習動機中各向度之變化，亦將不同任務類

型與華語學習動機各向度之前後測做二因子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其敘述統計量

如表5-12所示，變異數分析之結果請見表5-13至表5-14。 

從表5-12可知兩個任務類型學習者在各向度動機前後測之態度表現。在資訊

互補任務下，情意層面動機之前後測平均分別為3.163、3.325，標準差為.3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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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層面動機之前後測平均分別為3.295、3.514，標準差為.420、.285；教學情境

層面動機之前後測平均分別為2.925、3.150，標準差為.275、.381。而在推理任務

下，其情意層面動機之前後測平均分別為2.988、3.150，標準差為.331、.453；實

用層面動機之前後測平均分別為3.248、3.314，標準差為.343、.446；教學情境層

面動機之前後測平均分別為2.783、3.250，標準差為.370、.453。 

表5-12 不同任務活動與華語學習各向度動機之描述統計量 

任務類型 動機向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資訊互補

任務 

情意層面動機 
前測 15 3.163 .341 

後測 15 3.325 .227 

實用層面動機 
前測 15 3.295 .420 

後測 15 3.514 .285 

教學情境層面 

動機 

前測 15 2.925 .275 

後測 15 3.150 .381 

推理任務 

情意層面動機 
前測 15 2.988 .331 

後測 15 3.150 .453 

實用層面動機 
前測 15 3.248 .343 

後測 15 3.314 .446 

教學情境層面 

動機 

前測 15 2.783 .370 

後測 15 3.250 .453 

表5-13為任務類型與華語學習各向度動機前後測二因子混和設計變異數分析

之結果，可發現無論是在動機的哪個向度，和任務類型之交互作用皆未達顯著。 

表5-13 任務類型*華語學習各向度動機二因子混合樣本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型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任務類型*情意層面動機 .000 1 .000 .000 1.00 

任務類型*實用層面動機 .087 1 .087 .623 .437 

任務類型*教學情境層面動機 .219 1 .219 2.006 .168 

因上述任務類型與華語學習各向度動機之交互作用皆未達到顯著水準，進而

對個別因子之主要效果進行探討，如表5-14所示。結果發現在「任務類型」組間

比較下，每個向度之動機前後測主要效果皆未達顯著水準，表透過不同任務類型

學習的學習者，在華語學習動機上的各向度態度無顯著差異；而在「華語學習動

機」各向度下，可發現兩個任務類型在組內大多沒有顯著差異，唯有在「教學情

境層面動機」下之推理任務組（F= 12.785, p= .003）之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表

推理任務下學習者在教學情境層面之學習動機有顯著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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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 任務類型*華語學習各向度動機主要效果檢定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型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值 顯著性 

任務類型 

(A因子) 

在動機前測 b1 .230 1 .230 2.033 .165 

在動機後測 b2 .230 1 .230 1.790 .192 

情意層面

動機 

(B因子) 

在資訊互補任務 a1 .198 1 .198 3.102 .100 

在推理任務 a2 .198 1 .198 1.582 .229 

任務類型

(A因子) 

在動機前測 b1 .017 1 .017 .116 .736 

在動機後測 b2 .300 1 .300 2.144 .154 

實用層面

動機 

(B因子) 

在資訊互補任務 a1 .360 1 .360 2.658 .125 

在推理任務 a2 .033 1 .033 .231 .638 

任務類型

(A因子) 

在動機前測 b1 .151 1 .151 1.416 .244 

在動機後測 b2 .075 1 .075 .427 .519 

教學情境 

層面動機 

(B因子) 

在資訊互補任務 a1 .380 1 .380 4.190 .060 

在推理任務 a2 1.633 1 1.633 12.785 .003** 

*
p<.05  

**
p<.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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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二人生可用性評估 

整理CSL初學者對第二人生環境用於華語學習之態度結果，可從表5-15得知

學習者之整體態度平均為 2.921，標準差為 .370。在實用性之平均為 2.928，標

準差為 .408；容易性之平均為 2.9333，標準差為 .389；滿意度之平均為 2.889，

標準差為.505。 

表5-15  CSL初學者對第二人生環境用於語言學習之使用態度 （N=30） 

可用性問卷向度 平均數 標準差 

學生對於SL用於語言教學之整體態度  2.921 .370 

實用性  2.928 .408 

容易性 
易用性 2.950 

2.933 .389 
易學性 2.918 

滿意度  2.889 .505 

經表5-16和表5-17可知，資訊互補任務組之學習者在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

可用性四分量表中平均分數為2.858，標準差為.281；推理任務組則是平均為2.985，

標準差為.442。經Levene檢定之F值為3.698（p=.065> .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

兩組樣本變異數同質。進而進行t檢定，發現其t值為-.941（p=.355>.05），平均差

異為-.1272，表示雖然推理任務組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較資訊互補任務組更

為認同，但兩組間並未有顯著差異存在。 

表5-16 不同任務類型下學習者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態度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SL可用性 

平均分數 

資訊互補任務組 15 2.858 .281 .073 

推理任務組 15 2.985 .442 .114 

 

表5-17 不同任務類型下學習者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態度差異之獨立樣本t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SL可用

性平均 

假設變異

數相等 
3.698 .065 -.941 28 .355 -.127 .135 -.40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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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習者之意見與訪談 

除了華語動機學習量表填答結果與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可用性之評估，研

究者亦將學習者於量表問卷中意見與訪談內容做了編碼歸類，可作為上述結果之

輔助說明。 

(一) 華語學習動機後測意見表達 

學習者在前測開放問題皆未填寫任何意見，後測則收到7則回覆，其意

見可歸類成兩類：對學習環境持肯定態度5筆，希望中文課程調整3筆，

其意見舉例如下： 

學生13：上課時間太少了！ 

學生15：我喜歡這樣上課。 

學生23：（電腦教室中進行的中文任務課程有趣且對我有幫助。）很

有趣和我的中文可以進步。 

學生29： It' good but need more improvement for learning lesson. （感

覺很好，但學習課程需要更好。） 

(二) 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意見表達 

對於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共有14位學習者於回饋題表達其意見，按

其意見內容可分為三類：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持肯定態度、須提

升網路速度及電腦相關設備、偏好傳統或其他學習方式，以下就其類

別和筆數列出。 

1. 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持肯定態度：8筆 

學生8：The basic one is easier to learn shirt, house, etc. （此環境

對於學習衣服、房子主題的學習較容易。） 

學生14：Second Life is fun. （第二人生很有趣） 

學生15：Second Life is good! （第二人生很棒） 

學生19：有時候Second Life打不開，可能是網路的問題。Second 

Life很有趣也很好玩。 

2. 須提升網路速度及電腦相關設備：8筆 

學生10：dian nao tai man, ran hou you shi hou wo dong shenme, 

diannao jiu huai diao.（電腦太慢，然後有時候我動什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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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就壞掉。） 

學生24：Is hard to learn because computer really slow and often has 

abug. （因為電腦相當慢且有時會當機，學習有點困難。） 

學生27： It's actually fun to learn through this new environment, but 

due to the internet speed, we can barely feel the effect 

sometimes. （透過新的環境很有趣，但因為網路速度的

緣故，我們有時很難感受到它的效果。） 

3. 偏好傳統或其他學習方式：3筆 

學生3：Second Life is better if you use it along with "good" computer and I 

rather do the dirctical classroom because it's more flexible to learn 

by meeting the actual teacher face to face. （如果搭配「好的」電

腦設備，第二人生學習是好的，但我更喜歡在真實教室中和「真

的」老師面對面學習，這樣比較有彈性。） 

學生22：我覺得用Second Life學中文比我在教室學中文慢。 

(三) 課後訪談 

課程結束後於資訊互補任務組及推理任務組各隨機抽取三位學習者進

行訪談，訪談問題共五題，主要在了解其在第二人生中透過任務學習

的經驗，就兩組學習者對不同問題之回答擷取重點如表5-18，可發現

推理任務組學習者的心得感想較資訊互補任務組學習者正面許多。 

表5-18 課後訪談重點擷取 

題目 資訊互補任務組學生回答 推理任務組學生回答 

Q1： 

對用第二人生

和任務學中文

有什麼想法？ 

學生3 

我比較喜歡 traditional way

（傳統教學），那個Second 

Life太free。 

學生4 

用Second Life 來教學中文是
比較沒這麼有用的感覺，因
為第一點有電腦的問題，有
時候要聽老師，還要溝通，
很多時間就浪費了。因為這
些我都懂，所以內容以我來
說比較無聊。你們準備的對
他們有效，他們不大會說。 

學生10 沒有想法。 

學生16 

我覺得很棒，因為可以學到其他新的
字。講會比較好，但是聽老師說不太
好（指傳統教室）。 

學生21 

很好，很fun（有趣）。 

學生29 

I think Second Life help me to think 

Chinese and try to learn about中文的
發音。然後，and the Second Life is 

actually help me to practice and think 

with other. It’s interesting. （我覺得
Second Life幫助我用中文思考並試著
學其的發音，然後它能幫我和別人一
起練習思考。它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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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最印象深刻

的任務是哪一

個？ 

學生3 

The one to compare，這個比
那個東西，比較的。 

學生4 

就是那個，最後一個比較…

有完成的（拜訪朋友)。 

學生10 

是在哪裡走的那邊（認路)，
有用啊~可以學到怎麼講。 

學生16 

都很重要。 

學生21 

找誰吃餅乾，因為我們可以跟別的(人)

比賽，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學生29 

問路 跟 everything in the game and what we 

do through learning with another 

application.(問路任務和其他遊戲裡的所有東
西，跟其他東西互動學習也讓我印象深刻。) 

Q3:  

和其他同學一

起解決任務的

感覺？ 

學生3 

No. 

學生4 

還好，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學生10 

還好。 

學生16 

很喜歡，因為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他
們幫我很多。 

學生21 

(我們)可以先用英文解釋，也可以用中
文解釋，再一起解決。 

學生29 

We can practice more with our friends and we 

can try to speak with each other. (我們可以跟
朋友練習得更多，也可以彼此練習說。) 

Q4: 

在SL裡學中文

跟在教室裡學

中文哪裡不一

樣？ 

學生3 

老師教face to face 比較好，not 

from the avatar.(面授交比較
好，不要透過化身。) 

學生4 

最主要是內容拉，因為那個很
(簡單)…雖然我在上課有表現
很有興趣很想想學沒錯，但是
我不想…既然到了就應該要學
對不對，幹嘛要浪費時間呢？ 

學生10 

我…覺得…是在教室比較多進
步啦！因為Second Life 一星期
就見到一次。(但如果在國外沒
有教室)有進步。 

學生16 

在Second Life裡面我們可以講出來，
在教室不常講。 

學生21 

在Second Life比較有趣，在教室不有
趣。在SL說中文比較多，因為在教室
老師說不是學生說。 

學生29 

I think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is so boring, 

and for the other option for learning, Second 

Life is a very good choice to use, because it 

has a good application and I think it’s pretty 

interested to use. But I have a suggestion to 

Second Life. You have to improve your 

graphic and also the internet.(教室學習很
無聊，Second Life很有趣，但我建議電腦
顯卡和網路要提升。) 

Q5:  

有什麼建議或

想跟老師說的

話？ 

學生3 

I prefer the traditional way. 老師教
我在教室比較好。我在印尼習慣
了這樣，我不知道別人，可是我
比較喜歡在教室。 

學生4 

應該內容可以調整一下。很多同學
上課「心裡」就不見了，沒有想學。
因為有電腦，有technology，所以有
電腦會想做其他事情。 

學生10 沒有拉(笑)，老師謝謝。 

學生16 

謝謝老師。 

學生21 

謝謝老師教我們很多東西。 

學生29 

The graphic is no good.(顯卡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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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果摘要 

本節旨在整合前三節之研究結果並摘要之，以下就口語溝通能力表現、口語

錯誤類型和學習態度之分析進行結果摘要。 

壹、 口語溝通能力表現之分析摘要 

本研究在口語溝通能力表現部分，主要探討任務型教學於第二人生之實作對

CSL初級學習者之影響，以及資訊互補任務和推理任務兩種不同任務類型下學習

者口語溝通能力之差異。根據第一節的統計分析結果，將其摘要如表5-19所示。 

表5-19 口語溝通能力表現之分析結果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交互作用 主效果 研究結果摘要 

華語溝通能力

測驗成績 

任務類型 

不顯著 

顯著 推理任務>資訊互補任務 

前後測 顯著 兩種任務類型皆顯著 

註：表中粗體字代表統計檢定結果達到顯著水準者（p<.05）；>代表顯著高於、< 代表

顯著低於、=代表兩者沒有顯著差異。 

從表5-19可知兩組之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成績皆有顯著差異，意即在第二人

生中經由任務學習華語可以顯著提升學習者之溝通能力。除此之外，從結果亦可

發現推理任務組學習者之進步情形較資訊互補任務組更為顯著。 

貳、 口語錯誤類型之分析摘要 

本研究在口語錯誤類型部分，主要探討任務型教學於第二人生之實作下CSL

初級學習者所出現的口語語法錯誤，以及不同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

務）下偏誤之差異。根據第二節的統計分析結果，將其摘要如表5-20。 

表5-20 口語錯誤類型之分析結果摘要表 

錯誤類別 出現總次數 任務類型 出現次數 

「把」字句偏誤 13 
資訊互補 9 

推理任務 4 

語序錯誤 9 
資訊互補 4 

推理任務 5 

動詞詞序偏誤 8 
資訊互補 3 

推理任務 5 

「的」字缺漏 7 
資訊互補 4 

推理任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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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 口語錯誤類型之分析結果摘要表(續) 

錯誤類別 出現總次數 任務類型 出現次數 

連接詞混淆 2 
資訊互補 0 

推理任務 2 

英語直譯 2 
資訊互補 1 

推理任務 1 

比較句偏誤 2 
資訊互補 1 

推理任務 1 

焦點句偏誤 2 
資訊互補 1 

推理任務 1 

副詞詞序錯誤 1 
資訊互補 0 

推理任務 1 

註：資訊互補任務共出現23次語誤，推理任務共22次。 

由表5-20可得知CSL初學者常犯的偏誤包括「把」字句偏誤、語序偏誤、動

詞詞序偏誤以及「的」字缺漏偏誤，偶會出現語誤為連接詞混淆、英語直譯、比

較句偏誤、焦點句偏誤和副詞詞序錯誤。 

從表5-20亦可得知兩種任務下偏誤次數相差無幾，但在語法偏誤分布上資訊

互補任務組學習者之偏誤集中於「把」字句、語序偏誤和「的」字偏誤；推理任

務組分佈較為平均，其中語序詞序偏誤較多。此外，推理任務組學習者幾乎皆完

成任務，而資訊互補任務組花了許多的時間交換資訊卻未能順利達成溝通目的。 

參、 學習態度之分析摘要 

本研究在學習態度部分主要探討任務型教學於第二人生之實作下CSL初學者

之華語動機和對於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評估及學習者意見。根據第三

節的統計分析結果，將其摘要如表5-21和表5-21。 

表5-21 學習態度下動機部分分析結果摘要表 

依變項 自變項 交互作用 主效果 研究結果摘要 

整體學習動機 
任務類型 

不顯著 
不顯著 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 

前後測 顯著 資訊互補任務差異達顯著 

情意層面動機 
任務類型 

不顯著 
不顯著 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 

前後測 不顯著 兩組後測>前測，但未顯著 

實用層面動機 
任務類型 

不顯著 
不顯著 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 

前後測 不顯著 兩組後測>前測，但未顯著 

教學情境層面

動機 

任務類型 
不顯著 

不顯著 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 

前後測 顯著 推理任務差異達顯著 

註：表中粗體字代表統計檢定結果達到顯著水準者（p<.05）；>代表高於、< 代表低於、

=代表兩者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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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5-21可知任務類型與華語學習各向度動機之交互作用皆未達顯著水準，

進而探討主要效果發現推理任務組和資訊互補任務組間之差異亦未達顯著，但單

就前後測進行比較可發現學習動機提升，兩組組內之差異亦分別達顯著。 

輔以學習者課後訪談資料則可發現推理任務組學習者對此學習方法之回饋

較資訊互補任務組正面。多數推理任務組之學習者表示在第二人生中以該種型態

任務學習華語，小組成員能一起討論並完成任務，相較於現實教室中之傳統教學

溝通機會更多也更有趣；但資訊互補任務組之反應因任務多未能順利完成或表示

沒有特別意見，或覺得面對面的方式交換資訊會更有效率。 

表5-22 學習態度下第二人生可用性之分析結果摘要表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平均差異 總平均 總標準差 

第二人生

可用性 

資訊互補任務組 

(15) 
2.858 .281 

-.941 -.127 2.921 .370 
推理任務組 

(15) 
2.985 .442 

表5-22之結果顯示在四點量表問卷下，學習者對於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

可用性趨近於滿意，其中推理任務組高於資訊互補任務組，但未達顯著。輔以訪

談資料可發現多數學習者持肯定態度之因主要在於其擬真情境可讓學習更多元，

但亦有不少學習者提及提升網路速度及電腦相關設備是待解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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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旨在根據研究目的及結果，依研究問題進一步討論任務型華語教學及其

下資訊互補任務和推理任務兩種任務類型於第二人生之教學設計影響CSL初學者

在學習歷程中口語溝通能力、錯誤類型，以及對此學習方式態度之原因。 

壹、 任務型教學在第二人生中之實作對CSL初學者華語口語溝通能力之影響 

華語溝通能力前後測之成績差異達顯著，代表在第二人生中經由任務學習華

語可顯著提升學習者之溝通能力，此結果與Grant（2008）之研究相近。主要因為

任務活動能增加學習者的溝通機會（黃瓊儀，2006；岳丹薇，2009)，同儕間的討

論及教師給予的回饋不只能加強學習者輸出的正確度（Grant, 2008），亦能增加

其流暢度和複雜度，而沉浸於情境之學習更能幫助學習者遷移所學於生活中

（Krashen, 1981）。相較於自然教學法、合作教學法和內容型語言教學法，本研

究所採用之任務型教學法重拾了被溝通式教學觀忽略卻相當重要之語言形式

（VanPatten & Cadierno, 1993），對照結果可得證學習者經此方式學習後，除了

言談較為流暢，其社會語言能力和策略能力隨著任務過程中大量溝通而提升之外，

亦多能正確說出所學語法點之語句，符合Canale和Swain（1980; 1983）所提出的

溝通能力四要素以及Richards和Rodgers（2001）整合之溝通語言教學觀，也達成

Nunan（1989）所提出任務結構中提升學習者溝通能力的「教學目標」。 

貳、 不同任務類型在第二人生中之實作對CSL初學者華語口語溝通能力之影響 

從結果可知推理任務之進步情形較資訊互補任務更為顯著，和Prabhu（1987）

提出「推理活動最能增加口語互動」之論點相符。研究者發現其原因在於推理任

務的任務型態能讓整組學習者透過線索討論持續進行溝通協商，即使程度較差的

學習者亦能參與討論共同完成任務，這和資訊互補任務中整組學生皆須有能力進

行資訊交換方能達成溝通目的並完成任務截然不同，故推理任務下之學習者進行

有意義交流之次數較資訊互補任務組更多，進步情形亦較為明顯。而此原因又可

透過兩組學習者任務完成度驗證之，相同時間下推理任務組學習者幾乎全部達成

溝通目的並完成任務，資訊互補任務組則是花了相當多時間交換資訊卻未能達成

溝通目的，故語法點操練次數較不均。然而細部上兩組互動模式究竟為何，其差

異是否影響溝通，仍是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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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CSL初學者在學習歷程中常犯之口語錯誤類型 

結果發現CSL初學者常犯的偏誤中僅有「把」字句和「比較句」為課程主要

教學語法點，其他語法點偏誤並非來自課程內容，除了代表經此方式學習者多能

學得原本容易產生偏誤的語法點，亦表示第二人生中的任務型華語教學能增加學

習者輸出之複雜度（Foster & Skehan, 1996）。前者原因在於設計出符合語法之語

境並讓學習者從中練習之，得以幫助學習者學語法學得更好（鄧守信，2008）；

而對於學習者於歷程中語誤出現之因進行討論如下： 

一、把字句偏誤 

把字句的主要動詞須帶有處置意義，表該動詞對賓語作了改變位置或狀態的

動作。學習者於本研究出現之語誤如「*杯子把在桌子上。」、「*把杯子上來。」

和「*他把杯子在桌子上。」，產生偏誤之因在於印尼語中沒有補語，故在表

達華語中補語之意時便直接用與補語對應的動詞作謂語（聞靜，2012）。 

二、語序錯誤與動詞詞序偏誤 

莊尚花（2003）指出受到母語詞序或詞語篇關係影響，印尼學習者在會話中

常出現偏正關係顛倒之語誤，如將「紅花」說成「花紅」，此點和本研究中

學習者出現之偏誤類型相同，如「*在右邊的學校。」和「*有餅乾的剩下。」 

此外，學習者出現的偏誤「*轉右邊/轉左邊」亦是受到母語影響，直接將「belok 

kiri/ kanan （turn left/ right ）」翻成中文所造成。 

三、「的」字缺漏偏誤 

學習者於此類型出現偏誤如「*左邊比較高。/右邊比較小。」，其「的」字脫

落來自母語干擾。印尼語中「左邊」和「左邊的」皆為「kiri」，「右邊」和「右

邊的」皆為「kanan」，使用上並無分別，然其母語詞彙在華語中分化成兩個

詞彙，套用在英文中亦是如此。而「分化」則是Prator（1967）提出六個語法

難度等級中最難的一級。 

四、連接詞混淆 

學習者出現「*我要一瓶可樂然後一塊餅乾。」之語誤，也是因母語詞彙分

化所造成之近義詞混淆。印尼語的「lalu」可譯為「和」或「然後」，但在中

文中「和」用於連接詞，「然後」用於連接句子，語意亦有些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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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語直譯 

學習者之第一外語或母語大多為英文，故英語思考模式影響其華語輸出。例

如學習者將「his wrting」說成「*他的寫字」；「twelve thousand」說成「*十

二千」，皆是因為語際差異干擾所造成的差異不足偏誤，即原有語言中之語

言項在華語中不存在而造成誤代（周小兵，2002）。 

六、比較句偏誤 

比較句出現的偏誤共兩個，其中「*A的椅子比較小比B的椅子。」是雜揉型

偏誤（周小兵，2002），即將兩個或多個句法結構不當地揉合在一起，以此

為例即是將「A的椅子比較小」與「A的椅子比B的椅子小」和在一起而產生，

原因在於學習者學了兩種「比」字句語法卻未能明確區分。而另一偏誤「*

左邊更高的，右邊更矮的。」中出現的「更」字用法並不在教學內容之列，

為學習者額外使用之語法，但因為學習者混淆「更」須以同樣形容詞比較兩

者，如「左邊矮，右邊更矮。」而造成語誤。 

七、焦點句偏誤 

學習者出現之偏誤為「*左邊更高的。」和「*他的耳機不能用的。」。從陳

玟妤（2011）之觀點來看，其焦點句中缺少「是」的原因可能是過度泛化「是」

字能省略的規則，雖然一般人可以接受這邊「是」的省略，但在語用功能上

較不明確。 

八、副詞詞序偏誤 

陳立芬（2003）指出「就」字在句子結構中通常位於主語後和謂語前，而學

習者常會出現之偏誤類型為語序偏誤，而此研究中學習者所出現之偏誤「*

在餐廳的旁邊，你要就往前走，過老師的家，就會看到銀行。」與其相符。 

整合上述語法點偏誤，可發現造成這些偏誤的最大原因為學習者母語和第二

外語所造成之語際偏誤，包含錯序、誤代與缺漏，同時目的語規則泛化亦是原因

之一。 

肆、 不同任務類型下CSL初學者常犯口語錯誤之差異 

除了整體的語誤表現，結果可知兩種任務下偏誤次數相差極小，其因在於本

研究之學習者背景知識和語言程度相近，故出現之偏誤亦相近而有系統性（簡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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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2008）。而在語法偏誤分佈方面，兩組任務下學習者表現不大相同，資訊互

補任務組較為集中，推理任務組相較之下則較為平均，其因可從任務過程中達成

溝通目的之比率和其輸出品質窺知一二。由於推理任務組之學習者幾乎皆達成溝

通目的並完成任務，輸出語料之複雜度相對高，故偏誤種類也多；資訊互補任務

組花了相當多的時間進行資訊交換但達成溝通目的次數相對少，故語法點練習不

平均而集中於某些語法點，輸出時亦多以單詞為主，雖偶完成任務但複雜度較不

高。此結果亦符合Prabhu（1987）認同推理任務引發較多互動之論點。 

伍、 CSL初學者對於在第二人生中以任務學習華語之態度 

研究結果發現資訊互補任務組和推理任務組下學習者之學習動機皆提升，和

現有應用第二人生於語言教學之研究（陳慶萱, 2011; Chen, 2010; Grant, 2008; 

Grant & Clerehan, 2011）結果相同。在第二人生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部分則趨近

滿意，輔以訪談資料發現多數學習者對於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持肯定態度之因

在於其擬真情境可讓學習更多元，但亦有不少學習者提及網路速度及電腦相關設

備之提升是極需解決的問題。此結果亦和現有之文獻相符（陳慶萱，2011; Chen, 

2010），同時也再次應證第二人生需要高速網路與高階硬體設備支援（徐新逸、

吳芳瑜，2010; Cooke-Plagwitz, 2008; Wang & Hsu, 2009）。 

除此之外，透過訪談另可發現三個任務主題【單元一：找禮物】、【單元二：

誰吃了餅乾】與【單元三：拜訪朋友】因分別含有認路過程、實際比較差異與討

論互動等生活中可用之內容及須和其他同儕合作之特質，而使學習者印象深刻。

除了印證本研究之任務設計符合學者（Bygate et al., 2001; Ellis, 2003）所提出之任

務定義，亦證實Liou（2011）所提出「好的任務設計能彌補學習者因技術不足而

導致的挫折感」之論點。 

陸、 在第二人生中透過不同任務類型學習華語之學習者態度差異 

資訊互補任務組和推理任務組並未有顯著組間差異，進一步探討其原因，發

現學習者皆處於相同學習環境，接受之教學法和內容亦相同，唯任務類型之差異

可影響其動機，故兩組差異不明顯。然而從訪談可得知，多數推理任務組學習者

提出在第二人生中以該種任務學習華語能讓小組成員一起討論並挑戰任務，相較

於現實教室之傳統教學有更多溝通機會也更有趣；資訊互補任務組則因任務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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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利完成，或表示沒有意見，或覺得面對面的方式交換資訊更有效率，再次驗

證推理任務更能引發溝通之特點（Prabhu, 1987）。 

在不同任務類型下學習者對於將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方面，推理

任務組略高於資訊互補任務組，此結果和訪談結果一致。推其原因，主要還是在

於推理任務和資訊互補任務之任務型態不同，故學習者和虛擬情境之互動亦不大

相同，此部分未在本研究之討論範圍，但未來值得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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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依據資料分析結果以研究問題順序歸納出結論，並針對教學實驗過

程及所遭遇之問題提出心得與相關建議，以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近年來目的語口語表達和溝通能力發展成為華語學習的焦點，教學研究者採

納以溝通為目標之「溝通式教學觀」，因需同時兼顧語言形式之培養而多選擇其

下的任務型教學，也支持真實語境的營造於其中有相當重要性。現有文獻提出，

即使在目的語國家實施任務型華語教學，協助學習者接觸真實語境的過程中仍有

一定限制與困難。而後教學研究者發現透過3D多人互動虛擬環境可解決此問題，

且目前於虛擬情境中進行之任務型外語教學研究成效亦佳，第二人生便是其中相

當受矚目之平台。然而目前於第二人生中進行之華語任務教學研究為數不多，且

多以問卷或訪談資料進行學習者在態度、動機和溝通能力上改變之討論，未針對

其任務設計和理論連結進行詳細說明，目前亦未有討論不同任務類型對學習成效

影響之研究。 

為補足現有文獻之落差，本研究根據任務型教學理論，利用第二人生擬真環

境及多人互動特色，設計與生活連結但類型不同之教學任務，目的在於探討任務

型華語教學及其下兩種任務類型（資訊互補任務、推理任務）之教學設計在第二

人生中對 CSL 初學者學習歷程中口語溝通能力、口語偏誤與態度之影響。經由實

驗依研究問題整理出以下結果： 

壹、 在虛擬情境中進行任務型教學可顯著提升 CSL 初學者之華語口語溝通能力 

學習者於第二人生中經由任務學習後，其口語溝通能力顯著進步，由此可驗

證以任務型教學理論出發，根據修改自 Willis（1996）的教學步驟並融合第二人

生特色之任務型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對 CSL 初級華語學習是有效的。 

貳、 虛擬情境中推理任務較資訊互補任務更適合 CSL 初學者之溝通學習 

推理任務下 CSL 初學者之口語溝通能力測驗成績進步幅度顯著優於資訊互

補任務，其達成溝通目的之任務完成率亦較高，由此可知推理任務在虛擬情境中

更能增加學習者之口語互動並提升其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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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CSL 初學者在學習歷程中常犯之口語錯誤為「把」字句偏誤、語序偏誤、

動詞詞序偏誤以及「的」字缺漏偏誤 

本研究得出學生常犯之口語錯誤，偶爾還會出現連接詞混淆、英語直譯、比

較句偏誤、焦點句偏誤和副詞詞序錯誤。由於僅有「把」字句和「比較句」為課

程內容，代表透過第二人生中的任務學習能增加學習者輸出之複雜度，並學會多

數偏誤率高之語法點。 

肆、 不同任務類型對 CSL 初學者之語誤影響無顯著差異 

資訊互補任務和推理任務下學習者之語誤並無顯著差異，表示教學者選用何

種任務類型進行教學，所引發之學習者語誤差異不大。但由於推理任務輸出之複

雜度較高，偏誤類型亦略多於資訊互補任務。 

伍、 CSL 初學者對於在第二人生中以任務學習華語持肯定態度 

經由第二人生中任務學習之參與者整體學習動機提升且彼此互動性高，對第

二人生用於學習亦表達其喜好。由此可知，學習者對於本研究設計之任務及虛擬

情境，皆有不錯之評價。然對於學習用之硬體設備與網路，皆提出可改進的建議。 

陸、 CSL 初學者較喜歡在第二人生中透過推理任務學習華語 

無論在學習動機或是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兩種任務類型學習下

學習者之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推理任務組皆高於資訊互補任務組，訪談回饋亦

相對正面。由此可知，雖然學習者之動機和對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評

估不會因任務類型而有明顯不同，但推理任務較受學習者喜愛。 

總的來說，本研究可得出在虛擬情境中任務型教學對 CSL 初學者之華語溝通

學習是有效的，且推理任務較資訊互補任務更為合適之結論。 

由於學習者華語程度之限制，本研究評估後選擇文獻提及較適合初學者之

「資訊互補任務」與「推理任務」，而未納入需要較多詞彙語法基礎之「意見表

達任務」進行教學。但究竟是否前兩種任務類型適合初學者而後者適用於程度較

高的學習者，目前未有實證研究證實不同任務類型適用於不同程度之學習者。 

然而從本研究之結果可發現第二人生中推理任務學習下 CSL 初學者之學習

成效及口語溝通表現優於資訊互補任務，滿足了目前未有實證研究討論何種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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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對華語學習較佳之遺憾。透過逐字稿亦可發現第二人生中不同任務下學習者

之互動不大相同，但因本研究之待答問題著重於學習者之學習成效、偏誤及態度，

且基於時間人力因素未能詳細分析學習者與教師、同儕及虛擬情境之互動行為實

屬可惜，可做為未來努力之方向。除此之外，從本研究結果亦可知以任務型教學

理論出發之任務型虛擬情境溝通教學設計對 CSL 初學者在溝通能力之提升與學

習是有效的，因此說明根據任務設計原則設計任務與情境相當重要。而針對仍需

教學輔助引導學習的初學者而言，適當的鷹架亦是不可或缺的。 

透過教學影片及逐字稿，研究者發現兩位教學者在任務引導方式不同，一位

採積極鼓勵態度，一位則讓學習者自由發揮，因此學習者反應也不同。本研究透

過研究設計消除了因教學方式不同所造成的干擾，但未來若有機會分析何種教學

任務搭配何種引導方式更為合適，對華語教學也是一大幫助。 

在教學實驗過程中，學習者程度不一及軟硬體不能完全支援是本研究所遭遇

的問題，尚有改進空間。即使本研究之學習者背景相近且程度皆為 A1 級，但同

一級數內程度還是有高有低，在教學上只能以大部分學習者為主，故造成部分程

度較佳的學習者進度幅度不明顯，且於課後訪談提出希望下次能調整難度的意見。

而在軟硬體設備部分，儘管在正式實驗前做過測試，且規格皆符合第二人生之運

作標準，但實驗期間不穩定的網路及效能不佳的顯示卡還是造成學習者的困擾。

因此未來在進行類似實驗時，無論是學習者之個別差異，或是實際軟硬體情況，

都需要納入考量。 

第二節 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針對教學實驗過程及遭遇之問題，本研究提出建議及未來研究方向如下： 

壹、 實驗及教學建議 

一、 根據任務設計原則設計任務與情境 

學習者於訪談中表示和生活相關的任務最使其印象深刻，且在虛擬情境中練

習可幫助他們在真實世界類似情形下運用所學，亦提及和夥伴一起完成任務可以

練習得更多。由此可知，按照任務教學理論設計有意義、有目標且和生活連結之

教學任務便能幫助學習者溝通並習得語言，教師透過第二人生亦可創建出符合教

學需求的擬真情境。故未來教學研究者可採此模式進行任務及情境設計並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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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學習者適當的鷹架 

由於初學者需在教師提供協助的前提下方能進行簡單的口語溝通，搭配互動

性高的任務型教學時，如何透過「鷹架」給予學習者協助使其達成溝通目的並完

成任務便相當重要。本研究透過口語引導作為鷹架，讓學習者在了解任務後和準

備討論前，延伸說明並列點告知學習者須達成的目標、協商溝通時會使用的目的

詞彙句型和範例，使其對於任務更加了解，在討論與任務執行上亦更有方向。 

三、 根據學習者之程度調整任務設計 

研究中有一學習者程度較其餘學習者佳，在訪談中表示因任務對其較簡單而

沒有挑戰性，故教學者需注意微調任務設計以符合學習者程度，以免任務過於困

難或簡單而影響學習者學習成效。 

四、 注意硬體設備與網路是否能支援教學 

雖然本研究於實驗前已測試學生端之硬體設備與網路，教學現場亦有技術人

員協助，但還是有不少學習者反映顯示卡不佳與網路不穩定皆影響其學習。因此，

未來進行實驗時須注意學生端之硬體設備不能僅符合第二人生安裝之最低要求，

亦須注意學習者同時上線時所造成之的網路問題。 

貳、 未來研究方向 

一、 探討不同程度之華語學習者適用何種任務類型 

本研究考量研究對象之人數及程度，僅選擇文獻所提及較適合初學者之「資

訊互補任務」和「推理任務」進行設計與教學，未能討論 Prabhu（1987）所提出

之另一種任務類型（意見表達任務）是否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效。然而程度較

好的學習者在「意見表達任務」下學習是否真能顯著提升其溝通能力，又或者不

同程度的華語學習者適合不同的任務類型進行學習，這些都是待驗證且目前未有

研究討論之議題，對教學有相當大的價值。因此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程度之學習

者如【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下 A2 級至 C1 級，比較「資訊互補任務」、「推

理任務」及「意見表達任務」下其學習成效及態度是否有差異。 

二、 探討第二人生中不同任務類型下學習者之互動行為 

任務教學強調的便是學習者可經由任務進行大量的溝通與協商，而不同任務

類型下學習者因取得資訊方式不同，需要溝通的重點亦不同。本研究得出推理任

務較資訊互補任務更能提升學習者之口語溝通能力，也從中發現推理任務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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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輸出複雜度亦能提升，但兩種任務下學習者間和學習者與虛擬情境間之互動

模式並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由於了解學習者的互動模式對教學者進行教學有相

當大的幫助，故未來之研究亦可依此方向進行探討。 

三、 探討在第二人生進行之任務教學中不同引導方式對學習者輸出之影響 

本研究由兩位教學者輪流進行教學，而兩組學習者接受兩位教學者之學習時

數皆相同，故可排除教學者所造成之干擾。然而研究者發現，兩位華語教師雖然

同樣具有實際課堂及第二人生課堂教學經驗，但教學風格及引導學習之方式各有

特色，學習者在其帶領下表現亦不大相同。但究竟是持續鼓勵學習者進行輸出之

引導，或是使其自行討論而不額外鼓勵，抑或是先鼓勵後使其自由發揮，何種方

式更適用於第二人生中的任務教學且能提升學習者輸出成效，值得進一步探究。

因此未來研究可在任務型教學下，針對不同教學引導方式探討學習者在學習歷程

中之不同與改變，並探討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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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學與任務設計 

Unit1 教學─問路指引 

上課時間 場地 教學目標 其他 

50 mins 

http://maps.sec

ondlife.com/sec

ondlife/Madhup

ak/64/47/63 

1. 學生能簡單地打招呼。 

2. 學生能了解並正確使用方位詞。 

3. 學生能詢問及表達建築物的所在。 

4. 學生能指引路線。 

5. 學生能表達自己希望的住家位置。 

提醒學生務必記得提前上線確認，勿

影響上課時間，全程錄影，注意教室

語言。 

教學內容 

詞彙 
你、我、他、你們、老師、學生、是、哪裡、怎麼走、學校、醫院、郵局、銀行、餐廳、家、

商店、機場、火車站、前面、後面、對面、左邊、右邊、旁邊、希望、直走、左轉、右轉 

重點句

型 

5. 你好，我是…。 

6.  S1  在  S2  的  （方位詞）  。 

7.  S1  的  （方位詞）  是  S2  。 

8.  S1  在哪裡？ 

9. 我希望…。 

時間分

配 
項目 教學步驟 

教具與 SL 功

能 

5 mins 確認硬體，說明

學習內容及規範 

說明課程與規範以及教師用語，以及期末獎賞（積分最高的

小組有獎品）。 
Local Chat 

7 mins Warm up： 

打招呼 

1. 用「你好，我是 Cathy，我是你們的老師。」開始打招呼。 

2. 引導學生以「你好，我是____。」介紹自己，並了解你、

我、他和你們的關係。 

Local Chat、

句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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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ins C stage： 

方向 

1. 先以圖說明相對位置，站在學生中間講解方位，並套入

句型「S1 在 S2 的 （方位詞） 。」 

2. 練習活動（5mins）：「老師說」，老師先說位置，學生需

移動至相對位置，之後換學生出指令。 

位 置 相 對

圖、句型板 

10 mins C stage： 

S1在 S2的（方位

詞）。 

句型延伸 

1. 教師將學生帶到各個建築模擬的箱狀物旁，教師站在其

中，以句型表達各個地點位置，並帶出各地點的中文。 

a. 我的左邊是商店。 

b. 我的右邊是學校。 

c. 學校的對面是什麼？（郵局和銀行） 

d. 醫院在哪裡？（商店的左邊） 

e. 機場在哪裡？（學校的後面，火車站的旁邊） 

f. 餐廳在哪裡？（家的對面） 

2. 以地圖請學生說明各個地點的相對位置。 

地圖中標誌地點之中文及圖形。 

小型建築物

（教室外空

地擺放，上有

圖跟中文）、

地圖板（和任

務用的不

同，標明八個

地點） 

10 mins C stage： 

指引路線 

1. 用地圖問學生「___怎麼走？」 

2. 用肢體帶學生移動「直走、左轉、右轉」。 

3. 實際在小建築物裡移動（一人指引，一人走動） 

小型建築

物、地圖板 

3 mins 交代下次課程事項 
提醒下次上課時間，並請學生於下次上課前複習，下周是任

務活動採競賽制。 
Loca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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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 任務─找禮物 

上課時間 場地 教學目標 其他 

50 mins 

http://maps.sec

ondlife.com/sec

ondlife/Madhup

ak/64/47/63 

1. 學生能簡單地打招呼。 

2. 學生能了解並正確使用方位詞。 

3. 學生能詢問及表達建築物的所在。 

4. 學生能指引路線。 

提醒學生務必記得提前上線確認，勿影響

上課時間，全程錄影，注意教室語言。 

教學內容 

詞彙 
你、我、他、你們、老師、學生、是、哪裡、怎麼走、學校、醫院、郵局、銀行、餐廳、家、商店、

機場、火車站、前面、後面、對面、左邊、右邊、旁邊、直走、左轉、右轉 

重點句型 

1. 你好，我是…。 

2. S1  在  S2  的  （方位詞）  。 

3. S1  的  （方位詞）  是  S2  。 

4. S1  在哪裡？  

時間分配 項目 教學步驟 
教具與 SL 功

能 

5 mins 確認硬體，說明學

習內容及規範 
說明課程與規範（提及小組積分）以及教師用語。 Local Chat 

10 mins U stage： 

複習&前任務 

1. 地圖造句。5 mins 

學生看地圖並造出地點位置句子，教師蒐集大家的句子。 

Ex: 銀行在郵局的左邊。 

2. 抽照片（地點會要做的事）訊問地點 5 mins 

A: ____怎麼走？ 

B: 往前直走再往右轉。（A 移動並拍照） 

房子模型與地

圖牆（模型後） 

35 mins E stage：找禮物 見任務設計如下 見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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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互補任務組 

 

資訊互補任務組討論資料 

A 學生 B 學生 

 

1 餐廳 

2 火車站 

3 機場 

4 銀行 

5 商店 

 

  

35 

mins 

 

E 

stage： 

找禮物 

 

禮物地

點 

(1) 機場 

(2) 銀行 

(3) 餐廳 

找到藏在各地的三個禮物，它們在哪兒？ 

1. 解釋任務 5 mins 

兩個人一組，一個人拿到地圖，一人拿到有可能有禮物

的地點單，只有拿到地點的人可以去 China Town 找禮

物，你們可以打電話。三個禮物的地方連起來會變成一

個三角形。找到禮物必須和它合照並傳給老師，最後回

教室跟大家說禮物在哪兒。你們有五分鐘討論，十五分

鐘找，我們看哪一組最快！  

延伸說明 

你們可以先討論哪三個地方連起來是三角形 triangle， 

再去比較近的地方 place which is closer to you。 

一拍到照片先寄給老師會比較快！ 

2. 學生討論 5 mins 

3. 任務執行 15 mins 

4. 展示合照，並報告其位置 10 mins 

（教師糾正用法同時公佈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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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任務組 

 

 

 

推理任務組討論資料： 

 

35 

mins 

E stage： 

找禮物 

 

禮物位置 

(1) 機場 

(2) 銀行 

(3) 餐廳 

找到藏在各地的三個禮物，它們在哪兒？ 

1. 解釋任務 5 mins 

教室裡有一張大地圖，還有禮物位置的提示。大家要找

到三個禮物，三個禮物的地方連起來會變成一個三角

形。找到禮物必須和它合照並傳給老師，最後回教室跟

大家說禮物在哪兒。你們有五分鐘討論，十五分鐘找，

我們看哪一組最快。 

延伸說明 

你們可以先討論出這五個地方是哪兒，把它記起來。 

想想哪三個地方連起來是三角形 triangle， 

先去比較近的地方 place which is closer to you。 

一拍到照片先寄給老師會比較快！ 

2. 學生討論 5 mins 

3. 任務執行 15 mins 

4. 展示合照並報告禮物的位置。10 mins 

教師糾正用法同時公佈贏家-看誰找到比較多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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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效:歡迎光臨，謝謝光臨 餐廳/超市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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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2 教學─整理房間 

上課時間 場地 教學目標 其他 

50 mins 

http://maps.sec

ondlife.com/sec

ondlife/Madhup

ak/64/47/63 

1. 學生能清楚表達物件位置。 

2. 學生能提出並回答疑問句。 

3. 學生能以簡單形容詞形容物品。 

4. 學生能正確使用把字句請別人擺放物品。 

5. 學生能正確使用比較句。 

提醒學生務必記得提前上線確認，勿

影響上課時間，全程錄影，注意教室

語言。 

教學內容 

詞彙 
誰、嗎、書、筆、眼鏡、杯子、畫、桌子、椅子、櫃子、電視、電腦、餅乾、垃圾桶、鞋子、

大、小、高、矮、想、把、上面、下面、裡面、對、不對、遠、近、比、貴、便宜 

重點句

型 

1. 描述句  嗎？ 

2. 對/不對，  描述句  。 

3. 把 物 1  放在  物 2  的  （方位詞）  。 

4. （形容詞） 的 物  

5. A 比（不比）B  adj  得多/一點兒/多了。   A 跟 B 一樣  adj  。 

時間分配 項目 教學步驟 教具與SL功能 

3 mins 確認硬體，說明

學習內容及規範 
說明課程與規範以及教師用語 Local Chat 

5 mins Warm up： 

複習 

3. 抽點學生問相對位置。 

Ex: 瑪莉，你的後面是誰？ 

   喬治，瑪莉的左邊是誰？ 

4. 地圖搶答：黑板上放大地圖，錄音機放出詢問怎麼走的

問句，學生按鈴搶答。 

大地圖、錄音

機、搶答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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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ins C stage： 

物品位置、 

問句與疑問句 

3. 桌椅附近放了許多東西，教師問「（物品）在哪裡？」帶

入不同物件詞彙，學生以「 物 1  在  物 2  的  （方

位詞）  。」回答並練習。 

Call 、 句 型

板、佈置好的

桌椅雜物 

13 mins C stage： 

比較句 

1. 用「左邊的椅子比右邊的椅子大嗎？」複習「描述句  

嗎？」並帶入比較句，引導學生說出「左邊的桌子比右

邊的（桌子）大/右邊的桌子不比左邊的（桌子）大」以

及高/矮椅子、貴/便宜電腦的比較、遠/近的比較。 

2. 用疑問句問學生兩者物品的比較疑問句。 

Ex: 電視比椅子便宜嗎？ 

大小不同的

桌 椅 與 餅

乾、有價錢標

得電視電腦。 

5mins C stage： 

形容詞用法 

1. 二樓放置大小不同的桌椅與餅乾，教師帶學生過去指著

桌椅帶出「高/矮的椅子」與「大/小的餅乾」，「貴/便宜

的電視/電腦」，學生複誦。 

2. 用疑問句問學生物品相關位置。 

Ex: 大的餅乾在高的椅子下面嗎？ 

大小不同的

桌 椅 與 餅

乾、有價錢標

得電視電腦。 

12mins C stage： 

把字句 

3. 教師跟學生說「把___放在___的___。」帶出把字句用法，

並說動作示範。 

4. 老師說動作，學生移動物品。 

學生說並同時做動作。 

句型板、有大

小高矮差異

的物品隨意

擺放（須確認

學生可移動）  

2 mins 交代下次課程事項 
提醒下次上課時間，並請學生於下次上課前複習，下周是任

務活動採競賽制。 
Loca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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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2 任務─餅乾不見了 

上課時間 場地 教學目標 其他 

50 mins 

http://maps.sec

ondlife.com/sec

ondlife/Madhup

ak/64/47/63 

1. 學生能清楚表達物件位置。 

2. 學生能提出並回答疑問句。 

3. 學生能以簡單形容詞形容物品。 

4. 學生能正確使用把字句請別人擺放物品。 

5. 學生能正確使用比較句。 

提醒學生務必記得提前上線確認，勿

影響上課時間，全程錄影，注意教室

語言。 

教學內容 

詞彙 
誰、嗎、書、筆、眼鏡、杯子、畫、桌子、椅子、櫃子、電視、電腦、餅乾、垃圾桶、鞋子、

大、小、高、矮、想、把、上面、下面、裡面、對、不對、遠、近、比、貴、便宜 

重點句型 

1. 描述句  嗎？ 

2. 對/不對，  描述句  。 

3. 把 物 1  放在  物 2  的  （方位詞）  。 

4. （形容詞） 的 物 。 

5. A 比（不比）B  adj  得多/一點兒/多了。   A 跟 B 一樣  adj  。 

時間分配 項目 教學步驟 教具 SL 功能 

5 mins 確認硬體，說明

學習內容及規範 
說明課程與規範（提及小組積分）以及教師用語。 Local Chat 

10 mins U stage： 

複習&前任務─ 

大家來找碴 

請每個小組前兩人至左邊房間，後兩人至右邊房間，大家相

互討論哪裡不一樣。答對最多的小組整組可以獲得機車。 

教師提示語： 

房間裡面的東西我們都學過：椅子、桌子、電腦、櫃子…要

用我們學過的句子，有___嗎？___在哪裡？A比 B怎麼樣… 

兩間佈置好

的房間 

35 mins E stage：餅乾不見了 詳見下方任務設計 詳見下方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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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互補任務組 

35 

mins 

E 

stage： 

餅乾不

見了 

1. 解釋任務 5 mins 

Watson 放在客廳的餅乾不見了，可能是 Diane, David, Daniel

吃的。你們要到他們的房間，看看客廳裡有什麼，每個人房

間裡有什麼，討論之後找出誰吃 Watson 的餅乾跟大家用中

文報告。三個組一起比賽，看哪一組最快答對。 

延伸說明 

你們可以先討論誰去哪一間房間（移動球上有名字）。 

一個一個討論看到的東西再看誰吃了餅乾，一個同學負責報

告。 

句子不要忘記”的”和”在”，還有…比…。 

例如：客廳裡有…，Diane 的…比 David 的便宜… 

有答案的小組先 IM 老師，報告時可以第一個報告。 

※Instruction 進行順序: 解釋任務方法（告訴學生其組別與

小組組員）→ICQ 確認學生有無問題（尤其確認學生知道完

成任務後 IM 給老師、最後要報告）→老師放移動球→任務

開始! 

ICQ （Instruction Check Question）:  

a. 你們要做什麼? 

b. 怎麼找到誰吃了餅乾? 

c. 你的組員有誰? 

d. 討論完答案要做什麼? 

2. 討論溝通 5 mins 

3. 任務執行 15 mins 

4. 學生報告答案&老師公佈解答 10 mins 

答案: David 偷吃餅乾。 

----------------------------------------------------------------------------------- 

可能出來的句子： 

1. 地上的腳印跟 David 的鞋子一樣大。 

2. 一點點餅乾在 David 的垃圾桶的裡面。 

3. （蠟）筆在 Watson 的桌子上→David 的畫 

4. David 的杯子跟 Watson 桌上的杯子一樣。 

PS: 請時間到時請教師 teleport 學生回教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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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互補任務組討論資料 

場景佈置（房間-有名牌）： 

一間有三間房間（房間外有名牌）和一間客廳的屋子。 

客廳（1F 前）： 

桌上有一塊餅乾（缺一角）、打翻的水+水杯（NT1000）、蠟筆、地板有個一腳

印（9）。 

Diane 的房間（3F）： 

一排餅乾、小鞋子（5）、水杯（NT1000）、高櫃子 

Daniel 的房間（1F）： 

大鞋子（9 放在矮的椅子下面） 、水杯（NT100）、畫到一半的鉛筆畫@桌上 

David 的房間（2F）： 

大鞋子（9在高的椅子下面）、垃圾桶（桌子旁）旁有餅乾屑及垃圾袋、水杯（NT1000）、

畫架+畫好的蠟筆畫 

教具： 

移動球（房間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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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任務組 

35 

mins 

E stage： 

餅乾不見

了 

1. 情境設定 

Watson 放在客廳的餅乾不見了，請大家幫他找出誰吃了

他的餅乾。 

2. 解釋任務 5 mins 

客廳桌上有被咬一口的餅乾和一個大腳印。這裡有三間

房間，還有三張寫主人名字的照片。你們要拍相關物品

再寫出句子，找出誰吃了 Watson 的餅乾跟大家報告。 

例如：客廳-大的腳印，貴的杯子，會畫畫 

延伸說明 

你們可以到客廳看看有什麼線索，再看看三張照片，討

論誰的房間有什麼。然後去不同房間，再看看自己在誰

的房間。再把所有線索打成句子。大家可以隨時討論誰

吃了餅乾，一個同學負責報告。 

句子不要忘記”的”和”在”，還有…比…。 

例如：客廳裡有…，Diane 的…比 David 的便宜… 

有答案的小組先 IM 老師，報告時可以第一個報告。 

※Instruction 進行順序:老師放物件→解釋任務方法

（告訴學生其組別與小組組員）→ICQ 確認學生有無

問題（尤其確認學生知道完成任務後 IM 給老師、最

後要報告）→任務開始! 

ICQ （Instruction Check Question）:  

a. 你們要做什麼? 

b. 怎麼找到誰吃了餅乾? 

c. 你的組員有誰? 

d. 討論完答案要做什麼? 

3. 討論溝通 5 mins 

4. 任務執行 15 mins 

5. 學生報告答案&老師公佈解答 10 mins 

答案: David 偷吃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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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任務組討論資料： 

場景佈置（房間-無名牌）： 

一間有三間房間（房間外有名牌）和一間客廳的屋子。 

客廳（1F 前）： 

桌上有一塊餅乾（缺一角）、打翻的水+水杯（NT1000）、顏料、地板有個一腳

印（9）。 

Diane 的房間（1F 後）： 

一排餅乾、小鞋子（5）、水杯（NT1000）、高櫃子 

Daniel 的房間（2F 左）： 

大鞋子（9 放在高的椅子下面） 、水杯（NT100）、畫到一半的鉛筆畫@桌上 

David 的房間（2F 右）： 

大鞋子（9在矮的椅子下面）、垃圾桶（桌子旁）旁有餅乾屑及垃圾袋、水杯（NT1000）、

畫架+畫好的油畫 

教具： 

三張房間的圖片與敘述文字 

    圖片一：Diane 有一個高的櫃子。   圖片二：Daniel 把鞋子放在椅子下面。 

 

圖片三：David 的垃圾桶在桌子的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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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3 教學─參加活動 

上課時間 場地 教學目標 其他 

50 mins 

http://maps.sec

ondlife.com/sec

ondlife/Madhup

ak/64/47/63 

1. 學生能使用正確的量詞。 

2. 學生能正確表達有及想要的東西。 

3. 學生能表達吃/喝過的東西及做過的事。 

4. 學生語序正確。 

5. 學生能使用了 1（動詞後了）用法。 

提醒學生務必記得提前上線確認，勿

影響上課時間，全程錄影，注意教室

語言。 

教學內容 

詞彙 
吃、喝、今天、明天、昨天、喜歡、可樂、果汁、咖啡、蛋糕、蘋果、漢堡、炒飯、炒麵、瓶、

杯、塊、個、顆、盤、一~十、去過、台灣、中國、法國、埃及、美國、熱、冷、好、不好 

重點句

型 

1. 數詞+量詞+名詞。 

2. 我有  （數量名詞）  。 

3. 我想/要  （數量名詞）  。 

4. 我今天/明天要____。 

5. 我昨天_V_了_____。 

6. S V 過 O。 

時間分

配 
項目 教學步驟 

教具與 SL 功

能 

2 mins 確認硬體，說明

學習內容及規範 
說明課程與規範以及教師用語 Local Chat 

5 mins Warm up： 

複習 

1. 請學生到桌前用「A 在 B 的___嗎？」問學生相關正確

位置。 

2. 請學生用「把」字句請另一人放置物品。 

桌椅電腦等

物品錯落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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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ins C stage： 

數詞+量詞+名詞 

1. 桌上擺放一塊餅乾，問學生這是什麼，進而帶出數量

詞，從一擴充到十。 

2. 蛋糕、蘋果、漢堡、炒飯、炒麵、可樂、果汁、咖啡的

量詞。 

句型板、擺放

食物的桌子 

場景：超市 

10 mins C stage： 

意願動詞 

1. 教師將蘋果拿在手中說「我有五顆蘋果。」給學生不同

東西請同學拿起來，再造一個句子，進而請學生說自己

有什麼，以及別人有什麼。 

2. 問學生想要什麼，再次帶入句型並替換。 

3. 表達想/要/喜歡+吃/喝，教師先說再問學生。 

句型板、擺放

食物的桌子 

可拿取的食

物 

10 mins C stage： 

S+時間詞+V+O 

1. 用時間軸說明今、昨、明天的關係。 

2. 將想吃的食物套入「我明天…」的句子，引導其他學生

用「他明天…」的句子，並替換。 

3. 從「我昨天吃了一盤炒飯。」提到完成的事在動詞後放

「了」，並提醒學生注意語序。 

4. 請學生造句。 

句型板 

10 mins C stage： 

過的用法 

1. 教師問學生吃過什麼台灣小吃，帶出「過」的句型。 

2. 教師詢問學生去過哪些國家，學生說英文的給他中文，

矯正其錯誤語法。 

Ex: 喬治，你去過哪些地方？ 

3. 地板上放一張大地圖，問學生知道哪些國家？ 

帶入台灣、中國、法國、埃及、美國詞彙。 

 

1 mins 
交代下次課程事

項 

提醒下次上課時間，並請學生於下次上課前複習，下周是任

務活動採競賽制。 
Loca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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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3 任務─拜訪朋友 

上課時間 場地 教學目標 其他 

50 mins 

http://maps.sec

ondlife.com/sec

ondlife/Madhup

ak/64/47/63 

1. 學生能使用正確的量詞。 

2. 學生能正確表達有及想要的東西。 

3. 學生能表達吃/喝過的東西及做過的事。 

4. 學生語序正確。 

5. 學生能使用了 1（動詞後了）用法。 

提醒學生務必記得提前上線確認，勿

影響上課時間，全程錄影，注意教室

語言。 

教學內容 

詞彙 
吃、喝、今天、明天、昨天、喜歡、可樂、果汁、咖啡、蛋糕、蘋果、漢堡、炒飯、炒麵、瓶、

杯、塊、個、顆、盤、一~十、去過、台灣、中國、法國、埃及、美國、熱、冷、好、不好 

重點句

型 

1. 數詞+量詞+名詞。                         4. 我今天/明天要____。 

2. 我有  （數量名詞）。                      5. 我昨天_V_了_____。 

3. 我想/要  （數量名詞）  。                 6.  S V 過 O。 

時間分配 項目 教學步驟 教具與SL功能 

5 mins 確認硬體，說明

學習內容及規範 

說明課程與規範（提及小組積分）以及教師用語，以及簡短

複習上周所學之生詞句型。 
Local Chat 

15 mins U stage： 

複習&意見表達 

3. 教師請大家先到旁邊看看想吃什麼/喝什麼，並回到位子

點餐，老師將餐點放在同學位子上。 

4. 老師問大家昨天做了什麼。 

5. 問大家喜歡什麼/吃喝過什麼/去過什麼國家。 

 遇學生出現語誤時請即時糾正，並在學生卡住時協助。 

食物-置於資

料夾 pre-task

中、 

30 mins E stage： 

拜訪朋友 
詳見下方任務設計 

詳見下方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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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互補任務組 

30 

mins 

E stage： 

拜訪朋友 

1. 情境設定： 

三位朋友家裡都有活動，這些東西要給誰呢？我們要去

哪裡參加活動？ 

2. 解釋任務 5 mins 

學生各拿到一個散亂的句子 notecard，須討論、買好物

品並找出該物品是誰的，最後就知道要去拜訪哪個朋友

囉！5 分鐘討論，在 10 分鐘內拿好需要的食物並 到達

活動場地。 

延伸說明 

你們可以先說自己的句子是什麼，一句一句把對的句子

說出來，知道買什麼東西後買完馬上到那個人的家裡。 

有答案的小組先 IM 老師，報告時可以第一個報告。 

※Instruction 進行順序: 擺練習板子練習語序→解釋任

務（告訴學生其組別與小組組員）→ICQ 確認學生有無

問題（尤其確認學生知道完成任務後到該房子，最後報

告）→任務開始! 

Instruction Check Question: a:你的組員有誰? b:你們

要做什麼? 

3. 學生討論 5 mins 

4. 任務執行 10 mins 

5. 最後報告執行狀況 10 mins  （教師糾正用法） 

資訊互補鷹架輔助組討論資料 

A  （1） Diane 去 法國 過。 

   （2）吃 漢堡 了 Diane 

   （3）要 的 小 禮物 想 Diane。 

   （4）要 3 瓶 2 杯 果汁 可樂 和 Diane 

B  （1）Daniel 去 埃及 過。 

   （2）喝 咖啡 了 Daniel 

   （3）要 的 矮 櫃子 想 Daniel。 

   （4）要 3 盤 果汁 2 杯 炒飯 和 Daniel 

C  （1）David 去 法國 過。 

（2）吃 蘋果了 David 

（3）要 的 貴 電腦 想 David。 

（4）要 2 杯 蛋糕 1 塊 可樂 和 David。 

超級市場擺著：蛋糕、炒飯、炒麵、可樂 5 瓶、果汁 5 杯、禮物一大一小、櫃子

一高一矮、電腦一貴一便宜 

三間房間：Diane 家-五個位子+禮物桌+巴黎鐵塔合照+被咬過的漢堡 

Daniel 家-三個位子+食物餐桌+金字塔合照+三杯紅酒 

David 家-兩個位子+兩台電腦+巴黎鐵塔圖片+被咬過的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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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任務組 

30 

mins 

E stage： 

拜訪朋友 

1. 情境設定 

三位朋友家裡都有活動，這些東西要給誰的呢？我們

要去哪裡參加活動？ 

2. 解釋任務 5 mins 

一小組桌上有一份散亂的句子條（沒有人名），須討

論、買好物品並猜出該物品是誰的，再猜出要去哪個

人的家裡，並趕在 15 分鐘內到達。 

延伸說明 

你們可以先把對的句子說出來，猜出來句子說的人是

誰，知道買什麼東西後買完馬上到那個人的家裡。 

有答案的小組先 IM 老師，報告時可以第一個報告。 

※Instruction 進行順序: 擺練習板子練習語序→解釋

任務（告訴學生其組別與小組組員）→ICQ 確認學生

有無問題（尤其確認學生知道完成任務後到該房子，

最後報告）→任務開始! 

Instruction Check Question: 你的組員有誰?  b-你們

要做什麼? 

3. 學生討論 5 mins 

4. 任務執行 10 mins 

5. 最後報告執行狀況 10 mins （教師糾正用法） 

推理任務組討論資料 

A  （1） 她 去 法國 過。 

   （2）吃 漢堡 了 她 

   （3）要 的 小 禮物 想 她。 

   （4）要 3 瓶 2 杯 果汁 可樂 和 她 

B  （1）他 去 埃及 過。 

   （2）喝 咖啡 了 他 

   （3）要 的 矮 櫃子 想 他。 

   （4）要 3 盤 果汁 2 杯 炒飯 和 他 

C  （1）他去 法國 過。 

（2）吃 蘋果了 他 

（3）要 的 貴 電腦 想 他。 

（4）要 2 杯 蛋糕 1 塊 可樂 和 他。 

超級市場擺著：蛋糕、炒飯、炒麵、可樂 5 瓶、果汁 5 杯、禮物一大一小、櫃子

一高一矮、電腦一貴一便宜 

三間房間：Diane 家-五個位子+禮物桌+巴黎鐵塔合照+被咬過的漢堡 

Daniel 家-三個位子+食物餐桌+金字塔合照+三杯紅酒 

David 家-兩個位子+兩台電腦+巴黎鐵塔圖片+被咬過的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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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華語溝通能力測驗試題（前測） 

I. 看圖聽力，再選擇最好的答案。 

1.  

a） 書比筆貴得多。 

b） 書跟筆一樣貴。 

c） 筆比書貴。 

d） 筆不比書便宜 

2.  

a） 郵局的旁邊是醫院。  

b） 餐廳的對面是老師的家。 

c） 學校的對面是機場。 

d） 機場的後面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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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蛋糕在哪裡？ 

a） 蛋糕很好吃。 

b） 我喜歡吃蛋糕。 

c） 蛋糕在桌子上面。 

d） 蛋糕在椅子上面。 

4. 果汁在可樂的旁邊嗎？ 

a） 對，果汁可樂的左邊。 

b） 對，果汁在可樂的右邊。 

c） 不對，果汁蛋糕左邊。 

d） 不對，果汁在蛋糕的右邊。 

5. 桌上的蘋果和漢堡哪個多？ 

a） 漢堡比蘋果多。 

b） 蘋果比漢堡多。 

c） 蘋果比漢堡少。 

d） 漢堡和蘋果一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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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去過台灣嗎？ 

a） 對，他去過台灣。 

b） 對，他沒去過台灣。 

c） 對，他喜歡台灣。 

d） 對，他要去台灣。 

 

7. 他在印尼，美國遠嗎？ 

a） 美國比台灣近。 

b） 美國不比台灣近。。 

c） 美國不比台灣遠。 

d） 美國跟台灣一樣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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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口說回答問題： 

8. 2/22: 20°C   2/23: 23°C（顯示） 

今天比昨天冷嗎？（聽音） 

A: （不對）今天比昨天熱。/今天不比昨天冷。 

9. 書在桌子下，他放到桌子上。You can say…（聽音） 

A: 他把書放到桌子上。 

（圖顯示） 

10. 學校怎麼走？ 

11. 餐廳在哪裡？ 

12. 醫院的旁邊是什麼？ 

  

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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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聽句子，再選最好的答案： 

13. 她去過法國。 

a)  b)  c)  d)  

14. 我要一盤炒麵。 

a）   b）  

c）   d）  

15. 我有一個大的桌子和一個矮的椅子。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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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電視比電腦便宜嗎？ 

電視$26,999NT 

電腦$14,900NT 

a） 電視比電腦便宜。 

b） 電視比電腦貴。 

c） 電視不比電腦貴。 

d） 電視跟電腦一樣貴。 

17. 你想去埃及還是希臘？ 

a） 我去過埃及。 

b） 我還是埃及。 

c） 我想去希臘。 

d） 我想去過希臘。 

18. 學校怎麼走？ 

a） 直走再左轉。 

b） 對面再旁邊。 

c） 學校對面郵局。 

d） 郵局學校在旁邊。 

19. 杯子太高，我拿不到。 

a） 請把它放在桌子上。 

b） 請把杯子桌子上放。 

c） 請放它在桌子上。 

d） 請桌子上放它。 

20. 她有…。 

a） 一蛋糕。 

b） 一果汁。 

c） 一塊蛋糕。 

d） 一個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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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華語溝通能力測驗試題（後測） 

一、 口說回答問題： 

1. 杯子在桌子下，他放在桌子上。Please use “把” to retell the sentence. 

A: 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2.  
哪裡不一樣（聽音）？ 

A: A 的櫃子比 B 的櫃子高。/左邊的櫃子比右邊的櫃子高。/ B 的櫃子比 A

的櫃子矮。/右邊的櫃子比左邊的櫃子矮。 

  

3. 醫院在哪裡？ 

A: 醫院在火車站/學校/銀行的旁邊（相對方位正確亦可）。 

4. 餐廳怎麼走？ 

A: 往前直到到銀行，左轉後往前直走，過了老師的家再右轉。餐廳在老

師家的對面。（可到達目的地即可）。 

 

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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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要吃什麼？ 

A: 我要吃…（桌上出現的東西皆可，可加量詞）。 

 

二、 看圖聽力，再選擇最好的答案。 

6.  

a） 眼鏡比書貴得多。 

b） 眼鏡跟書一樣貴。 

c） 書比眼鏡貴。 

d） 書不比眼鏡便宜 

7.  

a） 郵局的旁邊是醫院。  

b） 餐廳的對面是老師的家。 

c） 學校的對面是機場。 

d） 機場的後面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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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果汁在可樂的旁邊嗎？ 

a） 對，果汁可樂的左邊。 

b） 對，果汁在可樂的右邊。 

c） 不對，果汁蛋糕左邊。 

d） 不對，果汁在蛋糕的右邊。 

9. 桌上的蘋果和漢堡哪個多？ 

a） 漢堡比蘋果多。 

b） 蘋果比漢堡多。 

c） 蘋果比漢堡少。 

d） 漢堡和蘋果一樣多。 

10. 蛋糕在哪裡？ 

a） 蛋糕很好吃。 

b） 我喜歡吃蛋糕。 

c） 蛋糕在桌子上面。 

d） 蛋糕在椅子上面。 

     

11. 哪個句子是最好的？ 

a） 禮物一個老師和兩杯果汁。 

b） 老師要一個禮物和兩杯果汁。 

c） 一杯果汁和兩個禮物老師要。 

d） 老師一個要禮物和果汁兩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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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他去過美國嗎？ 

a） 對，他去了美國。 

b） 對，他去過美國。 

c） 不對，他去過美國。 

d） 不對，他沒去過美國。 

三、 聽句子，再選最好的答案： 

13. 我要一盤炒麵。 

a)   b)  

c)   d)  

14. 我有一個大的桌子和一個高的椅子。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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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她去過法國。 

a)  b)  c)  d)  

16. 電腦比電視貴嗎？ 

電腦$14,900NT 

電視$26,999NT 

a） 電腦比電視貴。 

b） 電腦不比電視貴。 

c） 電腦不比電視便宜。 

d） 電腦跟電視一樣貴。 

17. 你想去埃及還是法國？ 

a） 我去過埃及。 

b） 我還是埃及。 

c） 我想去法國。 

d） 我想去過法國。 

18. 商店怎麼走？ 

a） 直走再左轉。 

b） 對面再旁邊。 

c） 商店對面餐廳。 

d） 商店學校在旁邊。 

19. 畫太高，我拿不到。 

a） 請把它放在桌子上。 

b） 請把畫桌子上放。 

c） 請把它在桌子上。 

d） 請放它在桌子上。 

20. 她有…。 

a） 一蛋糕。 

b） 一果汁。 

c） 一塊蛋糕。 

d） 一個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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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華語學習動機暨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問卷 

I. 基本資料 Basic information  

項目 答案 

 姓名 Name  

 班級 Class 特輔_______ 

 座號 Number  

 性別 Gender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年齡 Age  

 國籍 Nationality  

 母語 Mother Tongue  

 外語學習經驗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無 No      有 Yes 

If yes, please tell us what languages 

you've learned and for how long. Ex: 

Chinese, 1 year 

 

 數位語言學習經驗 

E-learning experi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無 No      有 Yes 

If yes, please tell us what software you've 

used to learn and for how long. Ex: 

Moodle, 1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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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A 華語學習動機問卷 

II. 你對中文學習的看法 Your Opinion of Chinese Learning 

題目 Question 

非常同意 

Strongly 

Agree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非常不同意 

Strongly 

disagree 

1) 我可以從學中文的過程中得到樂趣。 

I find great pleasure in learning Chinese. 
4□ 3□ 2□ 1□ 

2) 當遇到和課程中學習內容相似的情況時，

我有信心能和說中文的朋友用中文溝通。 

I have confidence to use what I have 

learned in this class to communicate with 

a Chinese friend in a similar situation. 

4□ 3□ 2□ 1□ 

3) 說中文能讓我從事更好、更有趣的工作。 

If I speak Chinese, I can find more 

interesting and better jobs. 
4□ 3□ 2□ 1□ 

4) 中文課裡的任務活動很有趣，對我的

中文能力也有幫助。 

The language tasks for Chinese 

lessons are interesting and helpful! 

4□ 3□ 2□ 1□ 

5) 學習中文可以擴展我的視野。 

Learning Chinese broadens my view. 
4□ 3□ 2□ 1□ 

6) 我常常思考如何把中文學得更好。 

I often think about how I can learn 

Chinese better. 
4□ 3□ 2□ 1□ 

7) 中文讓我成為更有競爭力的求職者。 

Chinese makes me become a more 

qualified job candidate. 
4□ 3□ 2□ 1□ 

8) 我喜歡學中文。 

I enjoy learning Chinese. 
4□ 3□ 2□ 1□ 

9) 我覺得中文課裡的任務活動對於提

高我的中文能力很有用。 

I found the task-based lessons were 

useful to improve my Chinese.  

4□ 3□ 2□ 1□ 

10) 如果我在中文課表現得很好，是因為

我很努力。 

If I do well in this course, it will be 

because I work hard.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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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會盡全力學習中文。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I really put my 

best effort into trying to learn Chinese. 
4□ 3□ 2□ 1□ 

12) 我必須參加TOCFL或HSK之類的中文考試。 

I have to take TOCFL, HSK, or other 

Chinese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4□ 3□ 2□ 1□ 

13) 我對中華文化、歷史及文學有興趣。 

I a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history and/or literature. 
4□ 3□ 2□ 1□ 

14) 我和老師在中文課裡的互動很重要。 

My interaction with the teacher in 

Chinese class is important to me. 

4□ 3□ 2□ 1□ 

15) 我的中文溝通技巧不錯。 

My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Chinese 

is good. 
4□ 3□ 2□ 1□ 

16) 我希望到台灣或中國等說中文的國家

旅行。 

I would like to travel to a Chinese-speaking 

country, such as Taiwan or China. 

4□ 3□ 2□ 1□ 

17) 在這個課程結束後，我會繼續學習中

文，因為它對我很重要。 

After I finish this class, I will keep 

learning Chinese, because studying 

Chinese is important to me. 

4□ 3□ 2□ 1□ 

18) 能在符合真實語境的環境裡頭學習

語言是有趣的。 

It is fun to learn language in the 

authentic context environment.  

4□ 3□ 2□ 1□ 

19) 學中文幫助我了解說中文的人和他

們的生活方式。 

Learning Chinese helps me understand 

Chinese-speaking people and their way 

of life. 

4□ 3□ 2□ 1□ 

20) 如果我會說中文，我就有更多因公參

訪的機會。 

If I can speak Chinese, I can travel 

more for official purposes. 

4□ 3□ 2□ 1□ 



 

116 

 

 

21) 我認為學習中文能讓我得到更好的

教育機會。 

I think learning Chinese will enable 

me to get a bett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4□ 3□ 2□ 1□ 

22) 我覺得我的中文還不錯。 

I think my Chinese is quite good. 
4□ 3□ 2□ 1□ 

23) 我會盡可能地持續學習中文。 

I plan to continue studying Chinese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4□ 3□ 2□ 1□ 

24) 我在中文課的出席率很高。 

My attendance in Chinese class is good. 
4□ 3□ 2□ 1□ 

25) 我希望能和中文母語者用中文進行

工作上的溝通。 

I want to use Chinese to work and 

communicate with Chinese speakers. 

4□ 3□ 2□ 1□ 

26) 在匿名的學習環境裡，我不會擔心是

否說錯中文。 

In the anonymous environment, I am 

not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while 

speaking Chinese. 

4□ 3□ 2□ 1□ 

27) 學習中文讓我覺得有成功感。 

Learning Chinese makes me feel 

successful. 
4□ 3□ 2□ 1□ 

28) 學習中文對我未來的事業有幫助。 

Learning Chinese is helpful for my 

future career. 
4□ 3□ 2□ 1□ 

29) 課堂中使用的詞彙很合適，既不會太多

也不會太少，不會太難也不會太簡單。 

The vocabulary used in my Chinese 

class is appropriate. （ neither too 

much nor too little; neither too 

difficult nor too easy）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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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符合真實語境的學習環境能幫助我

把學到的語言技巧和知識用到真實

世界中。 

Learning helps me transfer the 

language skills and/or knowledge to 

the real-world contexts. 

4□ 3□ 2□ 1□ 

31) 在電腦教室中進行的中文任務課程

有趣且對我有幫助。 

The language tasks of Chinese lessons 

in the computer lab are interesting and 

helpful! 

    

其他意見 Other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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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B 第二人生用於華語學習之可用性問卷 

III. 您對 Second Life 用於華語學習的看法 

Your opinion of using Second Life in Chinese learning 

題目 Question 

非常同意 

Strongly 

Agree 

同意 

Agree 

不同意 

Disagree 

非常不同意

Strongly 

disagree 

1) Second Life 使用起來很有趣。 

Second Life is fun to use. 
4□ 3□ 2□ 1□ 

2) 配合適切的教學，Second Life讓我在

語言學習過程中有更多口語或書面的

表達機會。 

With appropriate pedagogy, Second Life 

provides me a chance to communicate 

mor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4□ 3□ 2□ 1□ 

3) Second Life 容易學。 

Second Life is easy to learn 
4□ 3□ 2□ 1□ 

4) Second Life 容易使用。 

Second Life is easy to use. 
4□ 3□ 2□ 1□ 

5) Second Life 很棒。 

Second Life is wonderful. 
4□ 3□ 2□ 1□ 

6) 我很快就能熟練 Second Life 的使用

方法。 

I quickly become skillful with Second Life. 
4□ 3□ 2□ 1□ 

7) Second Life 容易操作。 

Second Life is user friendly. 
4□ 3□ 2□ 1□ 

8) Second Life 讓我學習更有效率。 

Second Life helps me learn more 

effectively. 
4□ 3□ 2□ 1□ 

9) Second Life 的使用有彈性。 

Second Life is flexible. 
4□ 3□ 2□ 1□ 

10) 對我來說，快速解決在 Second Life

中所遇到的問題是一件容易的事。 

It is easy for me to quickly solve 

problems in Second Life.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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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適切的教學設計讓 Second Life 在學

習華文上是有用的。 

A properly designed lesson makes 

Second Life useful for learning 

Chinese. 

4□ 3□ 2□ 1□ 

12) 相較於傳統教室，Second Life 讓語

言學習變得比較簡單。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lassroom, 

Second Life makes language learning 

easier. 

4□ 3□ 2□ 1□ 

13) 我會向我的朋友推薦使用 Second 

Life 進行語言學習。 

I would recommend Second Life to 

my friends for language learning. 

4□ 3□ 2□ 1□ 

14) 我很快就學會如何使用 Second Life。 

I learned to use Second Life quickly. 
4□ 3□ 2□ 1□ 

15) Second Life 中適切的課程設計可以

滿足我的學習需求。 

Well-designed lessons in Second Life 

meet my learning needs. 

4□ 3□ 2□ 1□ 

16) 在 Second Life 裡，我只需要用幾個

步驟就能達成我要做的事情。 

I only need a few steps to complete 

what I want to do with Second Life. 

4□ 3□ 2□ 1□ 

17) Second Life可以按照我希望的方式運作。 

Second Life works the way I want it to work. 
4□ 3□ 2□ 1□ 

18) 我可以在 Second Life 做任何我希望

化身做的事情。 

In Second Life, I can do everything I 

would like my avatar to do. 

4□ 3□ 2□ 1□ 

19) 我對Second Life用於語言學習很滿意。 

I am satisfied with Second Life for 

language learning. 
4□ 3□ 2□ 1□ 

20) 我很容易就記住 Second Life 的使用

方法。 

It is easy for me to remember how to 

use Second Life.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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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每次都可以成功地操作 Second 

Life。 

I can use Second Life successfully every 

time. 

4□ 3□ 2□ 1□ 

22) 使用 Second Life 讓我感到愉快。 

Second Life is pleasant to use. 
4□ 3□ 2□ 1□ 

其他意見 Other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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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口語輸出評量表 

 

(Skehan, 

1998） 
向度 1(缺乏） 2(不足） 3(侷限） 4(適中） 5(優秀） 

流暢度 

Fluency 
語流 

說話斷斷續

續且語句不

連貫無法達

成對話。 

說話常猶豫

且因語言限

制而常常在

對 話 中 靜

默。 

日常對話及

課堂討論無

礙，但常因尋

找正確表達

法而打斷。 

日常對話及

課堂討論無

礙，偶爾會因

尋找正確表

達法間斷。 

日常對話及

課堂討論十

分流利且不

費力近似母

語人士。 

準確度 

Accuracy 

詞彙 

詞彙太多超

過 80%以致

無法達成實

質對話。 

誤用字頻率

近 80%而表

達之意難被

理解。 

學生使用錯字

的 頻 率 高

(50%內），而

對話有些侷

限。 

學生偶會使用

不合適的詞語

(20%），有時

需要重述想

法。 

使用的詞彙和

語句和母語者

一樣合適。 

發音 

發音問題相

當嚴重而不

知其所雲。 

因發音問題

而難以被理

解，需要多次

重覆以讓他

人理解欲表

達之意。 

發音問題讓

聽者需要專

注聆聽，且有

時會對內容

誤解。 

雖然有一明

顯口音，且偶

有不適當之

語調模式，但

總能被理解。 

發音及語調

近似母語者。 

文法 

文法及詞序

錯誤相當嚴

重而不知所

云。 

文法及詞序

錯誤困難理

解，常需用別

種方式或回

歸簡單句型

讓人理解欲

表達之意。 

常有文法及

語 詞 序 錯

誤，偶爾會模

糊要表達的

意思。 

偶爾會有文

法及詞序錯

誤，但不會模

糊要表達的

意思。 

文法及詞序

近似母語者。 

複雜度 

Complexity 

詞彙 
詞彙太少而

無法表達。 

詞彙相當不

足，偶爾能用單

詞表達意思，且

重複性高。 

詞彙量有些

侷限，但可用

單詞短語表

達意思，亦常

重複。 

詞彙量適中，

可用課堂所學

的詞彙表達多

數意思，偶會

重複。 

詞彙量豐

富，多於課堂

所學，可詳加

描述，重複性

低。 

文法 

文法句型太

少而無法表

達。 

文法句型相

當不足，只能

用簡單文法

表達，且重複

性高。 

使用的文法句

型有些不足，

亦常重複，但

仍可溝通。 

文法句型量適

中，可用課堂

所學文法表達

多數意思，偶

會重複。 

能使用豐富

的文法句型

表達，多於課

堂所學，重複

性低。 

其他 

理解 

即使簡單的

對話也無法

理解。 

很難跟上對

話，只能了解

說得相當慢且

一直重複的社

交對話。 

在比正常速

度慢且重複

的前提下可

了解多數說

話內容。 

雖偶然需要

重複，但幾乎

可理解正常

速度下所有

內容。 

可了解日常

對話及平常

的課堂討論

而沒有問題。 

溝通 

無法發起對

話，完全依賴

於對話者，沒

有持續溝通

的策略。 

相當依賴對

話者，無法持

續溝通，但偶

爾可加入話

題。 

有時可發起對

話，能夠輪流持

續的溝通。遇到

不了解或不被

理解內容時，偶

可應付。 

常能發起對

話且偶能幫

助對話者持

續溝通，具持

續溝通的有

效策略。 

能夠發起對

話，能夠幫助

對話者持續

溝通，具持續

溝通的有效

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