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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英語情境課程學習經驗之探究
江妤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所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個案班級學生對於英語情境課程的觀點與看法，尤其探討其
在課堂中對教學活動、教材內容、評量方式與情境設施的學習經驗，以及分析小
學生的英語情境課學習經驗是受到哪些因素所影響。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臺
北市一所設有英語情境中心的國小作為研究場域，並以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透過觀察、訪談、文件分析，輔以問卷調查蒐集資料。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結
論如下：
一、在學生眼中的英語情境課，是一門「重要」、「有趣、好玩」且是「有用」
的課，能培養英文溝通能力，並能從中獲得更豐富的日常單字用語、更敢說
英文的勇氣，以及對外國文化認識的增長。
二、在教學活動的經驗方面，學生對外師全英語教學反應兩極，卻一致認為透過
外師的風趣和提示、真實活動、分組合作能更加了解英文，但礙於對話內容
無詳細解釋、不允許討論及影片字幕過於複雜，導致課堂活動成效打折。
三、在教材內容的經驗方面，學生認為提供與生活經驗相關和外國文化的主題是
實用的，但黑白的課本內容著實無助於學習，也對臨摹或重複抄寫習題意見
分歧，惟有特殊型式的習題較能引起相同共鳴。
四、在評量方式的經驗方面，學生認為英情課非主科因而不重視考試，而筆試比
口試困難在於需要拼字和多選項易造成混淆，並期望能有趣味的多元評量。
五、在情境設施的經驗方面，學生肯定情境教室和情境教具，認為能藉由感受、
體驗和情境融入來理解英文，但囿於場地限制和材質問題而無法對課程主題
和單字有更深刻的體會。
六、國小學生英語情境課學習經驗是人與整個學習情境的相互交織逐漸形塑而成。
「日常生活經驗」、「英語能力水平」、「校外英語補習經驗」、「家長重視與支
持」
、
「同儕力量拉扯」
、
「學校課程設置規劃」六項因素影響著學生在學習歷
程中的觀點、態度和行為。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學生學習觀點之省思及日後實施英語情境課程與
教學實務上之建議。
關鍵字：英語情境課程、英語情境中心、英語村、學習經驗、學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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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English Scenario Class
Yu-Hsin, Ch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the English scenario
class, and to investigat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regards to instruction, teaching
materials, assessment and scenario facilities in particular. Then to analyze what
factors influenced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English scenario class. This
study applied case study and involved a class of the 4th grade student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that had established English scenario center in Taipei. Data for the
study was collected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es,
supplemented wit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led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students view English scenario class as “important”, “interesting, funny” and
“useful”. They think the purpose of attending the class is to learn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the class, they obtain rich daily vocabularies and
sentences, the courage of speaking English and the increasing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cultures.
2. In terms of instruction, the students have polarized opinions on English-taught
courses from foreign teachers, but they all hold that foreign teachers’ humor and
reminder, authentic activities, teamwork enable them to know more about English;
however, the lack of explanation for conversation in books, no permission of
discussion and complex subtitles of videos result in ineffective learning outcomes.
3. In terms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students consider themes that can link with
daily life experience and offer foreign cultures are practical. They think that
monochrome materials are useless for learning and also divide on copied and
repeated writing exercises, only special types of exercises can resonate with them.
4. In terms of assessment, the students deem that the English scenario class is not a
main subject which causes their indifference to the examinations. And the written
tests are harder than the oral tests due to spellings and confusing fill-in-the-blank
questions. Besides, the students expect interesting multiple assessment.
5. In terms of scenario facilities, the students are agreed on scenario classrooms and
objects which can provide them with feeling, experience and real scen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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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d English. However, they are not able to hav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mes and vocabularies owing to the restricted classrooms and materials of the
objects.
6.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n the English scenario class is
gradually formed by students themselves and the whol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6 factors such as “Daily life experience”, “English
ability”, “English school experience”, “parents’ attention and support”, “classmat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curriculum” affect students’ view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reflection on students’ learning perspectives
and suggestions on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of English scenario
class are provided.
Keywords: English Scenario Class, English Villag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students’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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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台北市對於小學英語教育一直頗為重視，近年更積極地在各區打造英語學習
情境中心，期望學生能藉由真實情境的模擬設置、生活化的課程內容等，透過「語
言」與世界接軌，開拓更寬廣的視野；然而在此從「成人角度」出發的良好立意
下，
「孩子」學到了什麼? 經驗到了什麼? 其想法又是為何? 因此，本研究欲從學
生的內心世界深入探討其觀點與學習經驗。本章主要在闡述本研究的理念，共分
為四節，依序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名詞釋義及研究範圍與
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國小英語教育的重要性日益趨增
全球化揭開英語世代的來臨，意味著英語做為世界通用語的代名詞，各國莫
不視英語為「國際語言」，甚至越來越多國家將英語明訂為第二官方語言，亦即
摒棄老舊的觀念—以往認為英語只是聊備一格的「外國語」（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而今有了新的典範移轉—英語為人人非學不可的「第二語言」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為新思維（陳超明，2012）。在這股「英
語力迎向全球」的新趨勢中，
「學好英文，就等於開啟了通往世界的大門」
，英語
為吸收新知識的關鍵能力，更成了競爭力的代名詞，決定了下一代未來的深與廣。
許多亞洲國家的政府正視到英語的重要性，將英語教育向下延伸，也將其作為教
育改革的首要目標之一（吳怡靜、何琦瑜，2011）。台灣也不例外，教育部順應
民意自九十年度開始，將英語列入國小五、六年級正式課程。台北市尤其積極，
早已於 87 學年自國小三年級實施每週 2 節的英語教學，又於 91 學年度向下延伸
至國小一年級，並於 100 學年中、高年級又再增加一節英語課，共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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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長期以來的英語教學一直被侷限於傳統教室裡，其典型教室輪廓不外
乎是以講述為主，重視背誦、文法單字等，忽略聽與說的能力訓練，面對真實生
活卻無法靈活運用，如同 Collins、Brown 與 Newman（1989）也指出學校教育強
調抽象化知識和概念的學習，抽離了真實情境中的脈絡化知識與高層次的問題解
決，造成學生雖習得大量知識，卻與真實世界脫節的困境。不論何種語言皆存於
社會文化的脈絡下，無法脫離真實情境，在學習的過程尤重視其實踐性，因此若
以第二語言習得觀點來看，除了個體在年齡、情感（如個性、動機、態度、焦慮、
自信心等）和認知（如語言潛能、學習風格、學習策略等）的因素會影響第二語
言的習得外（廖曉青，2007），學生能否有效學習，最主要的關鍵在於是否有一
個「適合學習英文的環境」
（楊朝祥，2002）
。廖曉青（2007）也表示，教學環境
雖是靜止，實質上卻以其特有的潛在影響力無形地干預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認知、
情感、行為，進而影響學習效果。因此，有鑑於希望能提供運用英語之全英語真
實情境，提升中小學童的英語能力，藉由在英語情境教室中的真實體驗，激發其
學習興趣，並減省課後英語補習的花費及海外遊學的支出（陳錦芬、張秀穗，2010）
，
同時並因應全球化、數位化世代，以及配合行政院於 2002 年推出的「挑戰 2008：
國家發展計畫 – 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因而在桃園市首建英語村學習環境，盼
能全方面提升學童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下一代。
全台首座國際英語村於桃園市開村營運後，位於首善之區的台北市也積極跟
進。在前市長的市政白皮書教育篇中，提及台北市未來將與新北市聯手推動「大
台北雙子城」之雙語 e 教育，除了持續打造雙子城全英語教學和 e 數位學習的環
境，也推動「一區一英語村」的願景（郝龍斌，2010）。因此，台北市政府教育
局為活化台北市國小英語教學，先選定並編列經費予兩所承辦學校設置英語學習
情境中心，並於 98 年陸續開館營運。另外，亦依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台北市國民小學英語課程綱要及市長市政白皮書教育篇，台北市提出 100-103 年
度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成效計畫，於工作項目與內容中強調逐年推動增至英語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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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計畫。雖受限於都市地區，場域取得不易，情境中心的規模未達到「村」的
大小，但仍有效地運用學校原有建築物及其閒置空間，進行情境規劃與建置，承
襲英語村的精神與課程原則成立英語學習情境中心，其建置亦旨在提供全英語的
學習情境，提升北市國小學童的英語溝通能力、激發學童英語學習信心、減少課
後英語補習花費及遊學經費（陳錦芬等人，2010）
。因此自 98 學年度起陸續於 12
個行政區擇定學校設置英語學習情境中心，讓區內學生就近使用，資源共享（顧
荃，2014）
，並已於 2014 年達成 12 區 12 間英語情境中心之目標。在政府「一區
一英語村」的計畫推動下，陸續在國民小學打造英語學習情境中心，配置外籍教
師，希望學生不只是單純學習語言，而是能透過在情境中能有深度的學習。除提
供該校英語校本課程與社團教學延伸學習使用外，亦提供同一行政區內其他學校
英語教學課程延伸之學習使用，並於寒暑假辦理冬夏令營提供弱勢學生免費學習
體驗。透過英語情境學習氛圍的打造、擬真的全英語情境、外籍教師的引進、生
活化的多元主題課程，以期在此情境課程中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
效、增加對多元文化的了解、培養國際觀及擴充國際視野等，同時也能寓教於樂、
學以致用，習得帶得走的知識。
由此可知，台北市相當看重英語在國小階段的重要性，在這樣的脈絡下，學
生對於英語學習的觀點更是需要被關注及了解。也唯有透過了解，反思教學，才
能符合學生真正的需求，帶給他們更具有教育意義的語言學習。

貳、英語教學改革下學生經驗需被重視且聆聽
我國英語課程與教學需具備的第一項特質即為「以學習者為中心，重視適性
學習的原則與學習者的情意因素」
（國教院，2015）
，但自英語教改實施以來，教
學問題如小學生英語程度不一、呈現學習曲線雙峰化的現象（張武昌，2011）、
有些學生被迫提早放棄學習、僅少數教材符合學童年齡、環境、興趣、需求等（李
文瑞，2007）
，造成中小學的英語學習在理論與實務間差距甚大（徐藝華，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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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會有這樣的情況，是否顯示出教師對學生聲音的忽視與遺忘。Schwab（1973）
指出學科教材、學習者、環境、教師是彼此統合協調、相互支持的課程四大共同
要素；在課程實踐的過程中，教師和學生之間為同等重要的平衡關係，影響著彼
此的教學與學習。然而以往大多把焦點放在課程改革中的虛與實，探究那些課程
理念、目標、內容、活動及評鑑是否確實有在學校教育場域中有效地實施（黃政
傑，2005），關注教師的運作課程，看教師是否確實實行由上而下的政策指令。
但是當學生的經驗課程遇上教師的運作課程，在個體面對教師的教學活動之上加
諸自己的主動詮釋，若其課程觀點不為教師所知，其學習經驗與態度不被教師所
了解，就會產生學生「學習的虛與實」之斷裂，而一旦師生之間失去連結，則會
連帶影響到學生認為學習內容甚至是學校活動對他們的意義和價值。
日本教育家佐藤學哲學理念價值之一的民主主義哲學，則體現了共享教學的
話語權，學校的任何成員都是學校的主人，每個人都有參與權和發言權，大家都
是平等的（黃郁倫、鍾啓泉譯，2012）。當今以學生為主體的鎂光燈已躍然而上
展演的舞台，因此不只是教學的話語權，「學習的話語權」也漸漸受到正視。學
生作為積極的知識建構者，如同 Thiessen（2007）所說，他們具備以發現為本的
形象（discovery-based image），其自身意見、想法和行動的洞見，對於學校或教
室內的變革而言是重要的；換句話說，學生為有思想的獨立個體，能夠覺察於課
堂教學的一切事物，並根據其不同背景和文化脈絡下的過往經歷或既存價值觀，
主動地加以詮釋，將想法言表於外，進而採取特定行為，形成觀點與行動相互交
織的循環。因此學生究竟在英語課室的學習中感知到了什麼? 學到了什麼? 抗拒
了什麼? 期待些什麼? 對於課程的觀點又是如何? 這些都將化為每個學生的經
驗的一部分，也會進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學習型態。黃鴻文與湯仁燕（2005）認
為要在課程改革中真正改進學生的學習，勢必要先知曉學生眼中的課程樣貌；同
樣的，了解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經驗，師生間產生交集，教師才能夠提供更適切
的教學，學生也會從中獲得更有意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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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當學生主體的存在性逐漸受到重視，意味著學生經驗的重要性大增，
了解學生的學習世界變得刻不容緩。學生應當被賦予發聲權，這股以往微弱的聲
音在此時更需要被加以仔細傾聽。當學生的聲音被聽見，才能作為教學的改進，
精進教師的教學，最終依舊反饋到學生的學習，建築更完整的學習圖像，豐富與
精彩其學習的旅途，開拓更寬廣的學習視野。

參、學生英語情境課程學習經驗亟需探究
英語情境中心的設立打破傳統英語教學的窠臼與限制，提供模擬的真實情境
及沉浸式的學習環境，為的就是期望學生能在寓教於樂中，習得帶得走的知識，
學以致用，知識不再和生活脫節。台北市雖位於都市，土地狹窄，但秉持如桃園
英語村的理念，利用校園閒置空間打造英語學習情境主題教室。英語村與情境中
心的設置立意相似，因此共同納入進行相關研究的調查，發現研究大多以量化方
式探討學生學習動機、學習態度、學習成效、意見看法等，且多為短期半日或一
日的遊學體驗活動之意願調查，但如此短的時間，著實難以得知學生真實的想法，
而問卷形式的調查，學生聲音是循著成人所設之選項進行選填下的壓抑和沉寂，
實無法勾勒出學生真實的想法與感受。長期的追蹤與觀察，深入學生的觀點以了
解其對此情境課程的詮釋和學習經驗這部份仍付之闕如，這便引起了研究者對於
探究學生情境課程學習經驗的興趣，亦想要補足過往研究的缺乏。
研究者回想自己的英語教學經驗以及曾經是國小英語科補救教學的教學與
陪伴者，不免總會在有些時候帶入自己的成見，以成人的角度看待他們的學習，
鮮少問及學生對於教學模式、活動、教材內容、師生互動等的想法，並會以既有
的固定框架假定學生應當要有的學習表現。而一記震撼是一次偶然對談之下的當
頭棒喝: 學生的年紀雖小，卻對事物有不平凡的想法；如是在學習上，也有偌大
的感受與看法。研究者因而深刻體會到唯有了解學生內心想法、從學生角度重新
思考教學，適性調整教學方式，才是有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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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不禁在想，政策執行底下所營造的學習環境、設計的課程內容
和教材教法等就真能夠帶來一定的效益，或者能夠帶給學生不一樣的學習嗎? 可
曾傾聽學生內心那微弱的聲音? 抑或試圖了解學生對這樣的學習有何看法? 在
如此大量人力、物力的投注與經費的挹注下，學生對英語情境課程的觀點為何?
學生對課堂的教師教學、教學活動、教材內容等又有何想法? 究竟學生從中學到
了些什麼? 經驗到什麼? 學生的學習經驗是否跟設置理念有所差異? 哪些因素
可能會影響學生在情境課程中的學習經驗? 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
黃鴻文等人（2005）認為在課程研究與教學實踐中，教師與學生雖是學校的
主體，但此主體在課程觀點上消失已久，如同 Freire 所言之「沉默文化」，學生
的課程詮釋觀點以及在課程經驗中主觀的感受和存在經驗的闡釋，尤其更極待深
入理解與探究。學生是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主體」，在面對教師運作課程時，不
是被動地接受，而是會主動地詮釋，根據己身所經歷的、所認定的價值，將之分
類、並加以定義，將其想法言表於外，進而採取特定的學習行動（黃鴻文等人，
2005）。學生精密複雜的思維世界對於教師來說，就像一只神秘的百寶箱，裡面
蘊藏他們內心成千萬種的真實想法，而那些想法正如同一支支彩色筆，在白紙上
為其眼中的課程著色、畫上插畫，然而畫的又是什麼呢? 身為教師，應保有好奇
與同理之心，嘗試站在他們的角度欣賞白紙上的畫作，重新思考學習的本質。因
為學生同時也是我們的老師，讓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能透過他們的視窗重新看
待學習，並檢視自己的教學。
對於學生而言，每一次面對教師的教學活動、課程內容、師生互動模式等，
面臨的就是一種新的情境，而學習的意義和目的即存在於每個學生所主觀感知到
的情境當中，經過思考、推論，而其詮釋和經驗則形成內在的價值。是故，挖掘
孩子內心深處，聆聽他們的心聲，已成為必要，也是首要，擁有學生的觀點，課
程圖像才會是完整的。因此，本研究以學生的視角透視其眼中的英語情境課，跳
脫成人的固定框架，瞭解學生的主觀經驗和內心想法，體會其真實感受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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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整個英語情境課程的樣貌，進而挖掘課程、教學與學習三者間實際現場的問
題和癥結點，並在此英語教育政策的推動下，讓學生的聲音和需求被聽見，以期
能帶給孩子更佳的課程研發、教學模式與學習環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訂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瞭解國小學童對英語情境課程的觀點。
二、探討國小學童於英語情境課程中的學習經驗。
三、分析影響國小學童英語情境課程學習經驗之相關因素。
四、歸納研究結果，提出對學生學習觀點之省思及日後實施英語情境課程與
教學實務上之建議。

貳、研究問題
一、國小學童對英語情境課程的觀點為何?
（一）英語情境課「是什麼」樣的課?
（二）「為什麼」要上英語情境課?
二、國小學童在英語情境課程中的學習經驗為何?
（一）國小學童對英語情境課程之教學活動的經驗為何?
（二）國小學童對英語情境課程之教材內容的經驗為何?
（三）國小學童對英語情境課程之評量方式的經驗為何?
（四）國小學童對英語情境課程之情境設施的經驗為何?
三、影響國小學童英語情境課程學習經驗的相關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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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英語情境課程
本研究的「英語情境課程」為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活化國小英語教學，希望
能提供學生一個全美語沉浸的學習環境，陸續在十二個行政區打造十二間英語學
習情境中心下，並依這十二所學校之特色所獨立設計、研發出來的一套英語課程。
期望學生能在模擬真實的學習情境中，透過生活化的多元主題課程，配合外籍教
師的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對多元文化的了解、培養國際觀等，並能
夠將英語學以致用。

貳、學習經驗
「學習經驗」在教育歷程中是複雜且多層面的。本研究關注的學習經驗是學
生對教室內教學活動、教材內容、評量方式、情境設施的看法、感受與行為，而
這些是學生在學校或日常生活經歷之所見、所聞、所感互為交織，以及彼此相互
作用及影響下，繼而對校內課程與教學中的人、事、物產生個人觀點與感受，並
據此採取行動，而逐漸形塑出屬於個人的獨特學習過程與成果。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小學童於英語情境課程中的學習經驗，以作為未來英語教
師或欲設置英語情境課程的學校之參考，茲將闡述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以台北市某國小 104 學年度的四年級某班學童為主要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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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內容
本研究主要在瞭解國小學童對於英語情境課程的觀點與看法，尤其探討其在
課堂中對教學活動、教材內容、評量方式與情境設施的經驗與實際感受，以及分
析影響學童於情境課程經驗之因素。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為期七個多月的觀察與數次的訪談。上學期以入班
觀課為主，研究者作為觀察參與者，先對班級學生與教學、師生互動模式等有一
定熟悉與了解後，依據上學期所獲之觀察的相關資訊於下學期進行兩階段的訪談。
同時，透過問卷設計的輔助，初步得知學生對於英語情境課程的學習態度和觀感，
並在問卷實施後進行多人和兩人的團體訪談，最後依資料蒐集的情況，再篩選數
位學生進行訪談，以期更深入及全面地瞭解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觀點。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參與者的選取
本研究的英語情境課程為該校英語情境中心獨立設計，中年級學生每週皆會
有 2 堂情境課程，由外籍教師進行沉浸式的全美語教學。但由於教學活動、教材
內容、評量方式等有其獨特性，且囿於人力、時間等因素，僅針對台北市一所設
有英語情境中心的國小進行一個班級的個案研究。因不包含台灣其他地區或其它
年段之學生，若欲將研究結果推論至其他縣市之學生，應注意學校性質，不宜做
過度地推論，但可提供做為參考之用。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觀察和訪談進行資料蒐集。有鑑於學習過程是錯
綜繁雜的，除了英語情境課程本身的活動外，亦會受到其他潛在因素的干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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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校外生活經驗、家庭文化和過往經歷等，因此學生觀點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在研究上，每周僅限於兩節課的觀察時間，包含中堂下課和放學時間，在沒有先
前認識和了解個案班級學生的情況下，無法全然得知學生的家庭與校外生活經歷，
因此，在學生校園外的生活經驗和過去經歷的瞭解與掌握上受到限制。
為克服此限制，研究者盡可能藉由訪談來減低，並在受訪者主動提及自身經
驗時適時做進一步地追問。另外，也利用下課時間以聊天的形式，與受訪者閒談
校外的生活，以彌補平日觀察不到之缺失，並有助於了解其校外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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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為情境學習的論述介紹，其次探討運用情境學習於英語的教學與學
習。再者針對學生學習經驗的內涵進行全面了解，包含其意義、重要性，最後則
是探究英語情境學習的相關研究及影響因素。

第一節 情境學習之理論內涵與教學運用
長久以來，台灣傳統教學中所傳授的課程知識內容與社會文化脈絡脫離，單
憑藉你講、我聽的方式，鮮少有實際運用的學習機會，造成用記憶堆積的知識難
以實踐於日常生活中，亦不懂得如何應用。黃武雄（2003）也指出現今學校教給
孩子的，不是連結於人的內在世界的「經驗知識」，而是經過標準化、抽象化的
「套裝知識」，把人從真實世界中分離出來。然而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語文學習領域（英語）中的首要課程目標即為「培養學生基本的英語溝通能力，
俾能運用於實際情境中」
（教育部，2008）
，主張應營造自然、愉快的語言學習環
境，透過生活化情境的教材內容，進行溝通式、任務式等多元的教學活動，讓學
生置身其中，以自然、未加修飾的方式學習英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
－英語文課程綱要也希望在課程教材符合趣味、實用及生活化的原則下提供生活
化的情境，透過多元的溝通式活動，增進學習興趣，培養基本的人際溝通能力，
以應用於日常生活溝通（國教院，2015），可知國小英語教學相當肯定語言學習
在情境營造下的重要性。情境學習理論強調人、活動、世界三者間的不可分割性，
強調學習者透過真實性活動的實踐，主動地探索與操作，獲得有效的知識學習。
英語情境中心提供了孩子能在擬真的環境氛圍中學習的機會，讓孩子透過社
會互動，在情境脈絡下習得有意義的語言輸入與產出，以期能遷移至生活實際情
境中，並能靈活運用，其核心精神及運作是上述學習觀的體現，著實為英語教育
注入一股新活水。是故，以情境學習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奠基，深入探討其概念、
內涵及教學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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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情境學習概念的緣起
自 1980 年代以來，情境學習的理念基礎著眼於認知心理學的觀點，強烈依
賴並根基於蘇聯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S. Vygotsky，1896-1934）的社會認知發
展理論形塑而成，從早期將認知發展研究以心理學角度看其個體認知僅受內在心
智歷程的影響，到後來逐漸把分析視角放大轉移至個體以外的社會情境，開始關
注個人與環境、社會歷程之間的連結與互動關係。強調人一生脫離不了社會的情
境與結構，在社會文化脈絡的薰陶下，與不同的人、事、物進行交互作用，個體
的認知發展逐漸由外漸漸內化，由外鑠轉而內發；在這當中，社會文化經歷和掌
握思維的社會語言工具決定思維的發展（Vygotsky, 1986；李維譯，2007）
，更進
一步調和了個體的行動。而後隨著理論與實務兩者之間關係的發展演進，消弭主
客對立的知識二元論，重拾對「實務」本質的審視和探討。Dewey 的「從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亦有「實務智慧」之概念，認為要在情境裡面思考真實的問
題，藉由實作活動將假設付諸實施，有意義的學習是一個實踐的歷程（賈馥茗，
1992）。其他諸如 Polanyi 的「默會之知」（tacit knowledge）論述、Schön 的「在
行動中認識」（knowing-in-action），主張內隱知識潛藏在行動中，認為專業實務
工作者無法對其專業領域現象進行精確完整的文字或語言描述，也無法陳述判斷
規準或程序，但卻能在其專業情境中展現熟練技巧或依據經驗中暗隱的專業知能
以完成任務，皆提供了有關情境認知的重要背景脈絡（黃永和，2009）。此外，
情境學習的概念亦受到「生活日常認知研究」的引發，如 Scribner（1984）在研
究中發現，牛奶製品裝卸貨工人能在實務環境中發展出比其他人更不費力且精確
的計算策略；Schön（1987）對專門行業的學習模式研究、Suchman（1987）對人
們學習操作影印機之人機互動的觀察研究，發現多數人並非先閱讀使用者手冊再
操作機器，而是在使用過程中遇到困難時，再查閱說明書，即所謂在「行動中認
識」
（引自鍾邦友，2000；黃永和，2009）
；Lave 與 Wenger（1991）對人學習和
日常活動的俗名誌研究中顯示，傳統手工技藝的學徒學習歷程，如助產士、裁縫
12

師、海軍舵手等，都是從邊緣的小學徒做起，並未受過正規教育或制式的訓練，
卻能透過在實務社群的參與，獲得該領域的專業知識技巧、行規或術語，逐漸從
生手變為專家。
由上述可知，認知的發展和學習的建構具有社會文化的本質與特性，在在顯
示個體與訊息豐富之情境的相互影響與不可劃分，並藉由在日常實務活動中透視
互動中實踐的本質，了解知識概念的獲得與理解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社會互動、協
商與行動的實踐。

貳、情境學習的重要理論內涵
上述的脈絡緣由奠基了情境學習之理念，因而 Brown、Collins 與 Duguid（1989）
在其”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一文中根據 Lave、Brown 和
Palincsar、Scribner、Suchman 等人的教學與研究中，以心理學傳統的觀點首要提
出有關情境認知與學習的論述，強調知識是人與活動、環境彼此互動下的產物，
本身具有情境特質，無法獨立於社會情境脈絡之外；知識也如同工具般，必須藉
由在真實世界的使用，得知概念與事物之間的關連性與架構，才能真正了解其意
義和價值。而後 Lave 與 Wenger（1991）於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一書中則以人類學角度出發，認為學習牽涉的是人跟實務社群之間
的關係，經由合法周邊參與至核心參與，透過此路徑逐漸邁向社會化的學習；此
種社會的學習觀不再以個體認知的方式來解釋學習的發生，而是將焦點放置於
「人」
、
「活動」與「世界」的精彩相互交融，在社會脈絡下的學習，才屬有意義
的學習。
以下將依照主要情境學習論者的論述要點，並參酌其他學者們的見解，綜合
歸納出情境學習的內涵，分別從「學習內容」
、
「學習環境」
、
「學習方式」三大面
向加以探討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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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內容方面－知識如同工具
（一）強調知識的情境性特徵
Brown 等人（1989）認為認知的習得根基於情境脈絡，是活動、情境和文化
交互作用下的產物；由於具有情境因素的特質，無法與真實情境分離。
Miller 與 Gildea 就曾針對「字彙教學」做一項研究，發現孩子在一般日常對
話的情境中學習新單字是快速且有效的；透過傾聽、對話和閱讀，平均 17 歲的
孩子能以每年學到 5000 個單字的速率在學習新的單字（平均一天 13 個）；相反
的，若將單字從一般日常生活的情境脈絡抽出，只藉由字典上的抽象定義和範例
句子來學習字彙是緩慢的，且通常學習效果不佳。在有限的教學時間裡，每年僅
能教授不超過 100 至 200 個字，從字典上習得的只是知識的片段，且大多在現實
生活中是無用的，再加上語言在使用上會不斷地牽涉到語意模糊、意義分歧、隱
喻用法等，諸如此類皆是在真實情境中才會碰到的問題，造成學生在一般對話的
情境中產生字詞上的不瞭解與謬誤；這顯示知識若抽離了情境脈絡，則是與實際
情況脫軌，知識如同空殼，脆弱不實（Brown et al., 1989）。
知識亦如同語言一般，必然是真實活動和情境下的產物。其概念的本身蘊意
有一部份鑲嵌在真實世界之中，反映出特定社群所積累的文化智慧及洞見，依賴
情境且涉及複雜的社會協商，隨著與新情境、活動的磋商而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重建新意義，並在原有的文化系統內持續地演化發展（黃永和，2009）。不同的
實務社群，例如木匠和櫥櫃製造者，在看待社會世界的方式和理念上大異其趣，
因此在不同場合及情況下對工具－鑿子的使用也會不一樣；物理學家和工程師對
於數學公式的應用也是如此。然而，在學校教育上，Brown 等人（1989）批評傳
統的教科書，認為書中是以界定良好的問題、獨立於情境外的範例或練習題目來
教導抽象性概念，沒有給予學生跟相關領域有互動、實際運用的學習機會，著實
與真實世界的活動和社群文化的理念脫節，習得的知識內容即如同 Whitehead 所
言的「惰性知識」（inert knowledge），是無法活用的僵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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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知識如同工具，除了具有情境性的特徵之外，它亦是一種「分散性智
慧」
（distributed intelligence）
。認知活動不是只存留於個體的心智內，而是個體與
工具和文化器物進行一種認知的思考關係；Pea 和 Perkins 指出認知結構是分散、
橫跨於物理的、社會的或是符號的環境之中，並認為周圍環境參與認知活動，為
個體提供認知的架構，環境不只是訊息的輸入來源或輸出客體，同時也是能作為
思考的媒介；而思維的產物或習得的內容，不只留在心智當中，也存留在周遭環
境的設計和安排之中（引自黃永和，2009；楊家興，1995；Brown et al., 1989）
。
認知與智能的分散可以是經驗、任務、語言、權力等的共享，它「延伸跨越」於
環境中的學生個體、同儕、教師與工具之間（黃永和，2009），換言之，舉凡書
本、教具、圖卡、實物、模擬情境設施等人為器物，並藉由這樣的分散性，達到
知識的分享。因此，知識的意義廣泛散佈在整個環境中，無法從情境中單獨隔離
開來；在學習的時候，是與整個情境脈絡的人、事、物進行互動，並從不同的學
習資源中探索、比較、釐清，進而真正能了解到概念的意義（楊家興，1995）。

二、學習環境方面－真實性的活動
（一）正視學習情境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知識建構於個體與環境的互動下，因此 Brown 等人（1989）特別
強調學習情境的重要性，認為學習是一個濡化的歷程，學習者透過真實性活動的
實踐，進入並沉浸於該學習領域的文化情境脈絡，透過主動的探索、操作與親身
的體驗，獲得有效的知識學習。
Lave 的「日常活動和學習」人種誌研究顯示，在校學生的學習方式和認知思
維模式與在文化實務活動下未受正規教育的一般俗民（just plain folks, JPF）及領
域專家是大相逕庭的；而人類學家 Scribner 亦曾觀察日常生活的認知活動是如何
影響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發現受正規學校教育的知識概念，與現實生活孕育培
養的認知能力，如數學計算習慣與方法等確實有所不同。這三類人所經歷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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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習過程不同，主導其對知識的理解與詮釋，因此對於知識的認知與應用
也不一樣；
「學生」接收自學校教科書抽離情境脈絡中壓縮武斷的抽象片面解釋、
範例及定義良好、篩選過的問題情境等；「一般俗民」如工匠、麵包師傅、市場
攤販等的思維與認知大都來自於實際日常生活情境中的運用與經驗法則，如同
Schön 指出許多專門行業的知識或技能無法完全用文字或語言加以描述，欲習得
該專業技能，唯有進入真實情境中實際參與才能有所收穫；而「實務專家」則是
由於本身兼具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較能處理結構複雜性的問題，後兩者皆是在
情境脈絡中進行意義的協商和認知的建構，以解決日常生活工作上的疑難雜症
（王春展，1996；涂志賢、程一民，2009；Brown et al., 1989）
，以上皆顯示出社
會情境對個體在認知發展和知識概念的習得上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Lave 等人提出的「實務社群」（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亦是在說明情境
的重要性。實務社群即是指情境、環境，而它的存在，是學習發生與進行的必要
條件。實務社群提供的學習環境有利於學習者逐漸習得專家知識或技能，並使其
得以保存並傳遞下去。另外，情境也具有線索指引的（indexicalized）功能，可幫
助人對於外在事件以及經驗於記憶時形成具有線索指引的內在表徵，有助於未來
記憶提取的工作及日後學習知識的保留（Brown et al., 1989；Lave et al., 1991；方
吉正，2003；邱貴發，2006）。

（二）強調學習活動的真實應用性
情境學習論者強調知識的學習必須建立在真實活動（authentic activity）上，
真實活動指的是日常文化的生活實踐，學習者唯有在活動實務中學習，並運用所
學的知識技能，才能真正了解所習得知識的意義和價值。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學
習者藉由學習活動本身來「認識」知識概念，在認識的同時也間接影響其對知識
本身的詮釋與應用（鄭晉昌，1993）。
Lave 等人（1991）在研究中發現助產士、裁縫師、海軍舵手等人皆是融入實
際情境中，透過在真實活動中觀摩、模仿、學習，最終成為該領域的專業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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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同於校外實際事物的參與學習，Brown 等人（1989）則批評學校典型的學
習活動，認為校內提供的學習機會不同於日常生活中實務者或專家所從事的活動
事務。例如，學生只知道數學的運算公式，卻無從得知專家從事其專業活動的實
際歷程，如解題的思維模式和思考過程。此種混文化的（hybrid）特性限制了學
生從情境中取得能夠建構知識的機會和線索，從事的其實是一種「偽真活動」
（ersatz activity），導致與真實世界的脫節。
因此對於所從事活動的「真實性」，Brown 等人（1989）將學習活動分為兩
類：一為「認知真實性」（cognitive fidelity），是指專家或專業人員從事其專業
活動的真正過程；例如，數學家的解題思考歷程、作家的寫作思考歷程等；二為
「物理真實性」（physical fidelity），則是將學習至於真實或模擬的情境當中，
提供具體實際經驗，其過程可以是操作性的、實驗性的實作體驗學習，或是情境
模擬下的心境體驗學習，例如自然科學實驗、美勞實作、角色扮演像是要求學生
在一家超市中擔任收銀員或一家銀行內扮演櫃台行員的角色等。透過與情境的互
動，學生不僅學會知識，同時也體會知識使用的時機與情境，甚至與其他相關知
識的關聯，能更有效率地將習得的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中，讓學習產生具體意義
（方吉正，2003；林吟霞、王彥方，2009；鄭晉昌，1993）。由於學習是一社會
認知的歷程，認知、情意、技能建構於學習者與情境之間的互動。學習的發生不
僅關乎學習者本身的先備知識、認知結構、學習策略等，學習活動亦是取決學習
成效的關鍵因素。而學習活動的主要成分，如學習材料的設計、師生的互動方式、
同儕團體的模仿及活動的內容等種種經由與情境的互動及參與皆可能會影響學
習者對知識的認識、理解和使用（吳宗立，2000；鄭晉昌，1993）。
另外，鄭晉昌（1993）指出真實純正活動的情境學習提供了教學上的三項功
能：首先，學習者可以自學習活動的情境中了解知識之間的關聯，進行整合式學
習；其次，學習者可以預見知識的使用時機，體會知識在問題解決時所能發揮的
功能，了解到所學知識對自己本身的重要性，進而提升學習動機；最後，學習者

17

透過實際活動可以促進學習遷移。學習者除了在活動中習得知識外，也可學習知
識與真實問題情境的關係，經過多次的學習與體會，能類推並遷移舊知識和經驗，
合宜地應用至未來相似的新問題情境。

三、學習方式方面－從「合法周邊參與」到「核心參與」
（一）重視社會濡化的動態學習歷程
情境學習論者主張在實務社群的真實環境下，學習者要像技藝學徒般，在實
踐中學習，一開始先進行周邊參與的模仿、練習到完全參與的社會化學習，逐漸
理解並習得當中的專業術語、行業行為，以及吸收社群所理解的文化和信念系統
來看待世界，同時也增加了個人對於該實務社群的認同歸屬與責任。
Lave 等人（1991）就曾探究五個不同形式日常生活實務社群的學徒制度，如
接生學徒、裁縫學徒、海軍舵手軍官、市場肉販、匿名戒酒成長團體，這些案例
也正如以 Dewey「做中學」與「實踐智慧」的觀點看待知識的形成與意義，個體
對知識的詮釋與理解必須透過身處在社會文化與環境當中，自然地接收其規範與
活動意義，從而耳濡目染與潛移默化（王春展，1996；方吉正，2003；Lave et al.,
1991）。此種「參與隱喻的學習觀」道出所有的思想、言語、認識與學習都涉及
了個人、行動與世界不可割離的緊密連結（黃永和，2009），也可見學習與工作
實踐的無法分割性，體現了「知」「行」合一的社會實踐動態學習歷程。

（二）重視邊際參與到核心參與的社會互動歷程
Lave 等人（1991）的真實實務社群學徒制度的研究中顯示，學習是體現於逐
漸增加實務社群的參與以及人與真實活動之間意義的社會協商本質，並從參與的
角度來看待學習。學習意謂著學徒必須獲得「合法管道」來參與實務社群，充分
參與該社群的社會文化事物才能獲得知識與技能的精進與純熟（黃永和，2009）
，
而從中提出的「合法周邊參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LPP）亦為情
境學習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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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周邊參與」是指以一種團體隸屬的方式在實務社群環境中進行學習的
過程，而從「邊際參與」到「 核心參與」的歷程刻畫出漸進式的學習軌跡，同
時也會牽涉到認知、情意與技能上的轉變。學習者在學習中首先會取得合法機會
和管道進入情境中進行參與的學習，在主動建構之時也被吸收進入「實務文化」
中，透過長期廣泛的周邊參與，逐漸匯集出構成該實務社群的一般性概念，隨著
時間與學徒參與工作的改變，社群成員關係的改變等，原先所持有的概念與理解
實務的觀點也會跟著改變，進而展開真正的實務理解、社群規範和知識技能（邱
貴發，2006；黃永和，2009）
。在認知及技能上，由於學習存在著「邊際性」
，新
手一剛開始處於學習環境的邊際，此邊際提供學習者觀察、模仿、少量參與以及
獲取經驗的正式機會（邱貴發，2006），先學習較周邊、較不困難和複雜的瑣碎
雜事，最後才學習最重要的工作任務，成為充分參與者的專家；在情意上，乃因
「周邊參與」為一種多元的、或多或少的參與，關乎社會世界中的「位置」問題
（黃永和，2009），因此自我身分地位、發展與認同會因為從邊際到核心的參與
歷程，而逐漸增加，與成員之間的關係也會更為緊密，參與的價值感和歸屬感更
是學習者學習動機的主要來源（Lave et al., 1991）。
Brown 等人（1989）認為學習是一種社會互動的過程，在某個領域文化中經
由社會互動和合作，發展概念的理解，且在校內外大多數的生活中，人們是經由
合作式地學習與工作，而非個別性獨力完成。Lave 等人（1991）也提出「共享的
實作」與「實踐社群成員」，認為學習活動是新進者和資深者之間在社會文化情
境下產生社會互動，共同參與知識建構的活動（王春展，1996）。
另外，邱貴發（2006）指出一個社群中必定有「分散式專精知能」的認知過
程，認知和學習不是孤立於教室或家庭，而是來自不同的人和地方。專長、知識
技能是分散在社群中的每一個人身上的，每個人都有其能貢獻的地方；甚至廣布
在工具或物品上，經由成員之間的傳授、溝通、討論、分享或工具的使用，使得
原本分散在各處的知識得以被共享。而基於知識分散和共享，實務社群必然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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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合作」的學習。

（三）重視學習者的主動建構與探索操作的體驗學習
情境學習論者強調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學習者為認知的主體，是主動的知識
建構者、積極的「實作者」，藉由主動地操作、探索，運用所學的知識概念，在
逐漸建構屬於自己的知識之餘，亦會了解知識的意義和實用價值。鄭晉昌（1993）
也指出學習是經由「知識的吸收」與「知識的應用」兩個認知歷程，習得之餘應
更進一步透過實際操弄與體驗，所學才屬真實。
在學習者主動建構與探索知識的情況下，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作
為學生學習的引導者，要掌握並了解學生的需求，提供適時的鷹架，並在必要時
給予方向指引，讓學生透過情境親身經歷場景或抽象概念，引導學生善用感官和
敏銳的觀察力，將生活經驗與知識結合，透過主動的實際參與學習，直接感受學
習的事物。而學習過程中的「鷹架作用」在同儕上也有著能夠發揮學習效果的功
能，由於學習者之間會有很多互動機會，透過討論、操作、練習、共享，有能力、
有經驗的同儕能扮演教練或協助者、輔助者的角色，提供學習鷹架，利用口語協
助或是一些材料、器具來支持和幫助無法自行獨立完成的任務，達到學習的互助
合作與認知之能的提升（方吉正，2003；林吟霞等人，2009）。

綜合上述，情境是學習發生的必要條件，有意義的知識利基於真實活動上，
學習者在實務活動與周遭環境中的人、事、物互動，主動探索現象、操弄知識，
挖掘嵌藏於情境脈絡中的訊息。知識的獲得，要如同工具般，透過在真實情境的
使用，發揮其價值，達到「學」「用」合一，逐漸成為健壯知識，並在從邊際到
核心的互動參與動態歷程下，形塑出知識的社會建構，同時亦誠如 Lave 等人
（1991）所言，是從新手（new-comers）成為專家（old-timers）的「變成另一個
人」
（person-to-be-changed）之主動的、有意向的漸進學習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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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情境學習的教學運用
有關情境學習的設計原則，依照「教學情境」
、
「教學策略」
、
「教學評量」及
「教師角色」四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一、教學情境的安排
情境學習是以學生為中心，營造豐富的學習情境，讓學習者在情境脈絡下體
驗並從中構築屬於自己的知識。教學情境包含了「教學環境」與「課程內容」，
以物理層面來說，教室的設計與安排無形地影響著學生的學習；以課程層面來說，
教學內容要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仿，相互連結，使其認為所學與自己息息相關或
具有應用性，並樂於主動參與和體驗，也有助於學習興趣與動機的提升。
在「課程內容」上，陳麗華（1997）認為情境式課程就是經驗，教學設計旨
在營造師生互動、探究和思考所需的教與學情境。教師衡量學生的「潛力發展區」
，
設計足夠豐富、複雜且蘊含多層次、多角度意義的學習情境，教學活動重視操作
性、互動性的材料。教學題材的選擇需視學習者的程度調整難易度，亦可提供適
度的挑戰性任務，並融入趣味化的設計，以提高學習興趣和動機。王春展（1996）
也指出在國小階段的課程上應提供真實化且實用的課程，配合學童認知發展與興
趣，注重具體實用與可操作經驗學習等要素，教師應多設計與真實生活情境有關
的重要內涵，更要安排與設計多樣化的學習活動，要盡量以彈性、活潑化、生活
化的方式呈現，例如進行腦力激盪、視聽觀賞、創作活動、分享與批評、合作學
習等活動，對於學童認知發展與社會能力提升都有相當幫助。
而針對「教學環境」部分，McLellan（1993）提供了三種真實學習情境的方
式（引自鍾邦友，2000）：

（一）直接進入真實情境中學習
讓學生直接參與問題產生的實際情境，如參與旅行計畫，到銀行、股市、超
市去實習，這樣的方式最直接，不過須考量學生的資本、年齡、學校授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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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等因素無法參與真實事件，安排校外教學活動、參訪等是較可執行的作法。
（二）以人工方式模擬情境
利用人工方式打造真實的學習情境，擬真性相當高，但耗費人力、物力，成
本相當可觀，因此實際推行時需考慮經費及成本效益的問題。
（三）使用電腦多媒體/超媒體進行情境模擬
使用電腦多媒體/超媒體及虛擬實境等設備，配合軟體設計，對真實情境進
行模擬，可建立起以聲音、文字、圖片、動畫等組合方式所呈現出來的模擬情境。
而 Brown 等人（1989）也指出科技是情境學習的組成要素之一，科技可增進學習
資源的深度、廣度與多變性，提供了學習者彷彿能親自參與的經歷及臨場感，有
助於提升其參與感和學習動機（引自徐新逸，1996；McLellan, 1996）。

另外，Collins 等人（1989）在其發展的「認知學徒制」當中，認為要營造一
個情境學習的環境與氛圍時，應具備的社會性面向如下（方吉正，2003；黃永和，
2009；鄭晉昌，1993；Collins et al., 1989）：

（1）情境學習的設計（situated learning）:
讓學生置身在知識多元用途的情境，以了解所學知識的目的與用途，並
藉由主動使用知識的方式和策略來學習，促使知識抽象化，使得學生獲得兩
種形式的知識：一為使用情境相關的知識；二為獨立於特定情境的知識，此
種脫離特定情境束縛的知識可遷移至新的問題和新的領域。因此在學習活動
的安排上，應設計能夠讓學習者面對與處理跟實際生活有關的問題情境，讓
知識技能的學習能夠透過思考的訓練，活用於生活當中。
（2）專家實務的文化（culture of expert practice）:
建立一個參與者主動參與和共享從事專門技術等相關技能的學習環境。
它提供學習者真實可用的「使用情境下的專業知識」
（expertise-in-use）之模
式，並在專家與學習者間的互動與共享下，使學生能學習「像專家般地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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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在動機的培養（intrinsic motivation）:
學習環境的建立和學習活動的設計必須能夠激勵學習者產生自我學習
動機和學習興趣，而非為了外在的原因。「示範－指導－提供鷹架並逐漸撤
除」的教學方法，可讓學生有明確且實用的整體學習目標，有助於引發學生
的內在動機。另外，安排較有趣的工作活動亦可引發學生的內在動機，例如
藉由與另一國家的人們以電子郵件來進行溝通，讓學生產生具有完成真實任
務的興趣與意圖。
（4）利用合作與競爭（exploiting cooperation & competition）:
合作是強而有力的動機激發物和能夠延展學習資源的機制，透過同儕的
同心協力，能提供學生更多的鷹架支持與協助，在小組中產生知識分散性的
效果。而競爭中的「比較」也能提供學生注意與努力的改進，但須基於問題
解決的過程而非結果，可採組內合作、組間競爭的方式，學生能從中獲得支
持並增進其表現。

二、教學策略的運用
（一）採用「認知學徒制」的教學方法
礙於學生在傳統學校教育內所學的知識無法加以整合與運用，Collins 等人
（1989）發展出傳統師徒制的修正版－「認知學徒制」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
有別於以往重視技藝技能的傳授，此模式更著重於認知和後設認知的學習與訓練，
透過真實活動實踐、社會情境和社會互動的方式使學習濡化，試圖解決學校教育
中知識學習和使用與情境分離的問題。Collins 等人在其「認知學徒制」建構的理
想學習環境架構中，提出一項教學法。基於學習是要讓學生有機會能夠觀察、參
與整個任務活動，同時也要讓學生能夠發現教師在活動脈絡中所運用的策略，可
以採取的教學方法包含下列六點（方吉正，2003；黃永和，2009；鄭晉昌，1993；
Collins et al,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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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示範（modeling）:
教師一步步地示範、解釋說明其觀念、想法及如何運用專業事物解決實
際情境中的問題，在過程中即是將內在歷程與活動外在化，使學生有機會得
以觀察到知識的運作方式與時機。
（2）指導（coaching）:
學生在執行學習活動時，教師觀察學生的進行狀況和學習行為，如同教
練般適時地給予幫助、暗示；提供回饋、鷹架、示範、提醒等，讓學生能夠
順利地完成學習活動並逐漸使其表現能夠逐漸接近專家實務技能。
（3）提供鷹架並逐漸撤除（scaffolding and fading）:
「鷹架」是指教師在診斷學生目前的能力水平或困難後，提供必要的協
助與糾正指導，幫助學生完成尚無法獨力完成的工作，並逐漸「逐漸撤除」
支持與輔助。而多重練習（repeated practice）在試誤下精進原有技能，正是
技藝增進的必備途徑，也使得學生能夠漸漸脫離教師的輔助而單獨作業（引
自徐新逸，1996；McLellan, 1996）。
（4）闡明（articulation）:
教師透過各種方式，將學生內隱的知識外顯出來，並製造機會讓學生表
達個人的想法，因為自表達的過程中，學生可以自行釐清個人的思路。
（5）反思（reflection）:
教師透過學習活動，將教師與學生的表現得以再現，使得學生能夠比較
並反思自己和教師、同儕間表現的差異。
（6）探索（exploration）:
學習活動的設計應容許學習者對所學習的知識進行操弄探索，鼓勵學生
自行去界定與解決問題，建構個人對知識的理解，同時教師則漸漸消除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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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合作學習」的教學方法
Brown 等人（1989）指出合作學習有助情境學習的四種功能：
（1）蒐集不同
問題解決策略；（2）扮演不同角色；（3）克服不良的學習策略及概念迷思；（4）
提供合作性的互助技巧。學習是濡化的過程，透過小組團體的社會互動，成員間
彼此互動、溝通，培養合作觀，如此帶有分散性智慧特點的鷹架學習，使學習更
為有效。情境學習論者強調社會文化的學習觀，學習、思考和認知是建立在社會
文化的互動，如 Lave 等人（1991）就提出了「共享的實作」
（shared practice）和
「參與實踐社群」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of practice）的觀點，認為在社會文
化的情境脈絡下，學習不是教學者和學習者的二元對立，而是作為行動者的社群
成員會不斷地在活動參與中磋商，進而學習、分享，並逐漸從新手轉變為專家，
在互動中建構知識。從上述皆可看出，合作學習是情境教學的特色之一。
因此，在真實化的學習情境下，可以透過小組「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由
教師、專家或較有經驗的學習者扮演教練或協助者，提供鷹架引導學習者主動參
與學習，經由小組討論的過程，釐清問題理念，建立共同的意義與學習（朱則剛，
1994）。再者，由於小組合作（teamwork）具有「分散性智慧」和「知識的社會
建構」之特性，在學習情境下，知識不是靜止、獨立於個體，而是遍佈於環境、
電腦、書籍、教師、工具，特別是學習者的分享（Young, 1993），因而在教學設
計時，可實施合作學習，讓學習者進行小組討論、共同解題或使用媒體，以達到
知識的共享（鍾邦友，2000）。

三、教學評量的實施
學習評量是教與學的回饋機制，提供師生一張學習評估單，診斷學習困難，
了解學習狀況，提供必要協助，並修正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習成效。傳統的標準
化測驗雖是評量重要部分，但學習者為了考試而用記憶堆積知識，卻逐漸脫離現
實情境，無法真正解決生活問題。另外，傳統考試為達成教學目標，往往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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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強調評鑑的外顯結果，忽略學習過程。Young（1993）指出當學習的本質逐漸
轉為與他人合作、智慧的分散與共享性以及情境的深根，傳統式測驗已不合時宜。
情境學習的評量是融合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進步情況、教學方法及學習環
境，並結合真實性活動，做一動態、持續性的評鑑。此種評量須為學習的一環，
知識是文化、活動、環境脈絡下的產物，評量應囊括一切有關學習的要件
（徐新逸，1996；McLellan, 1996）
。評量不可被視為教學後的附加品，或是以總
結性評量來評估學習成就，而是一種整合、連續性的且與情境及學習活動相結合
的「純自然學習評量」或稱為「真實評量」，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
活動及完成的成品來做評估，此種評估是真實的、自然的、多樣化的，與知識的
情境完全結合，關注的焦點在於學習和問題解決的過程，重視成果的同時也重視
過程（陳麗華，1997；楊家興，1995；Choi & Hannafin, 1995）。
有關情境學習評量的實施方法，鍾邦友（2000）認為情境學習的目標在於學
生能否解決情境問題，因此除採傳統紙筆測驗之外，評量應該更多元，學習過程
與結果皆為納入評量的重點，而其方式有：
（一）學生實作之觀察：運用教學日誌觀察紀錄學生活動的表現，投入情況
及參與積極程度。
（二）為顧及學生個別差異，可運用檔案評量呈現學生努力的成果。
（三）學生日誌：鼓勵學生紀錄有關活動的任何點滴，形式可以是文字、圖
表、素描等。
（四）小組或個別學生的研究報告、活動心得或作品。
（五）學生自評或同儕之間互評。

另外，Collins 也提出一種整合學習與評量的方案，能夠用以作為情境學習在
電腦學習以及其他學科領域上評量學習狀況之用，包含三種方式（徐新逸，1996；
McLell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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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檔案
蒐集並建立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所有學習紀錄，包括日記、學習單、
圖畫、專題報告、成果展示、觀察學生實作或遊戲表現、卷宗評量等實作評
量。如同 Choi 等人（1995）所說，評量是知識的真實應用，而非知識的回
憶提取，透過實作評量，學生能意識到學習不只是記憶的考驗，而是對某一
學習領域的深刻了解。
（二）統計數據
總結性統計數據藉由電腦來追蹤學生學習狀況，並依據學生的學習成果
來修正教學策略，以符合學習者之需求，並幫助教師診斷學生表現和進步情
形，及監視每個階段教材對學生之適用性。
（三）學習診斷
診斷是依據多種類型的資訊，包括個人檔案、統計數據、學生的學習活
動表現、教師對學生進步程度及能力的評估，及學生自我反省或評鑑紀錄等，
做一種連續、動態性的診斷。

四、教師角色的建立
教師與學生在情境學習中各扮演重要的角色，相互影響，也牽引著彼此。由
於情境學習著重在情境脈絡下進行教學，教師需引導學生去關注情境或發現問題
解決活動中的重要面向（陳麗華，1997）。就指導層面而言，教師所要擔任的不
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要如同「教練」般，作為學生的輔助者、指導員、引
導者，甚至是同伴；在學習初始，教師對於學習內容的解說與示範是必要的，並
在「鷹架支持」的架設下給予指導，此為情境教學的核心，包含對學生執行任務
解決過程中的觀察、適當的指引或提示、提供學生主動及主導問題解決的機會，
以協助學生建構知識，並在學生越來越熟練時，逐步撤除鷹架支持（徐新逸，1996；
楊家興，1995；McLell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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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Wood、Bruner 與 Ross 也描述了教師在提供「鷹架指導」時應包含的六項
功能（引自 Rogoff, 1990）：
（一）發展學生完成目標的興趣
（二）簡化問題解決的步驟，使學生容易掌握
（三）透過激勵和導正活動方向，以維持學生的學習目標
（四）提供回饋和理想的解決方案
（五）控制學生在問題解決中可能遭遇的挫折和風險
（六）示範正確完成工作的行動

教師原本居於引導、輔助的角色，在撤除鷹架下逐漸產生師生關係的質變，
學生被賦予更多的學習責任和權利，積極參與活動，和周遭環境、同儕進行互動，
主動操弄並挖掘其中的訊息，同時亦能在教師身為學習夥伴的情況下，共創平等
的學習樣態。

肆、小結
根據上述對情境學習的探討，能了解到知識應用、真實活動、實務社群的浸
潤參與是構成情境學習的重要內涵。其帶給教學上亦有一些啟示和運用，如須營
造豐富的學習情境與氛圍，提供實際的或接近真實的情景，讓學生瞭解知識使用
的時機，並學習遷移至未來；而課程內容要與學生的生命經驗有所連結，進行活
潑、生活化的設計，學習活動也應富有趣味性、多樣化；在教學方面不是直接的
抽象知識傳遞，而是在安排的問題或任務情境下，教師如同教練般地示範、指導
及給予適時的協助，並給予學生能觀察教師、參與活動和實際運用課堂所學的機
會，同時讓學生透過社會互動的合作學習，慢慢進入學習的核心，例如分組討論
與分享，發揮團體中分散性智慧的特點，達到問題解決，並從中獲得知識；評量
則是學習的一部份，須緊密連結情境與真實活動，關注學習過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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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核心精神下，學習是真實的、互動的、主動操弄的、能夠應用所學知識
的，而英語情境中心正是提供這樣的機會，不外乎是期望學生藉由真實的學習情
境與課程內容設計中，主動操弄英語知識，增進學習興趣，亦再次呼應英語情境
中心所欲體現的情境學習理念。

第二節 情境學習於英語教學上之應用
情境學習論者強調人、情境與社會文化的緊密連結，知識鑲嵌在環境脈絡中，
需透過在真實環境中的身歷其境與主動操作，挖掘而得。換言之，語言亦是如此。
語言是真實情境與活動下的產品，若與社會脈絡分割，則是一串抽象的符號與文
字，如同 Gee（2004）所說，語言的溝通發生在真實世界中的特定領域，同一個
字在不同情境裡，有著不同含意，在社會情境的幫襯下，唯有將語言放置於生活
周遭環境與人際互動中使用與應用，字彙才能躍然成為有意義的溝通語詞。
社會文化的學習觀使得第二語言習得（SLA）與英語作為第二或外國語言
（ESL/EFL）的領域範疇中，逐漸有了典範的轉移：從存在已久的認知觀點認為
語言學習是個人的、心智的、獨立於社會情境到強調語言在社會文化脈絡中的學
習和使用，並且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下，視語言學習者為「語言使用的參與者」
（participant as language-“user”）（Firth & Wagner, 1997），因而語言學習從認知的
「習得」隱喻逐漸轉變為建立在情境中實作的「參與」隱喻（Sfard, 1998）
。而此
種轉變從英語教學上可看出一些端倪，例如為了讓學習者能在真實的語言學習環
境中學得真實的語言，強調內容具真實情境性、實際情境設計與模擬、溝通活動、
以及秉著從「做中學」精神以任務為導向的學習活動等（周中天，2006；陳須姬，
1999；詹餘靜，1999；廖曉青，2002；Nunan, 1999），皆帶有情境學習的色彩。
因此，本節將探討情境學習在語言學習上的運用。

29

壹、情境學習在第二語言學習上的應用
將情境學習運用於英語教學上，可加入真實活動的學習資源，並將真實材料
融入於課程中，發揮情境學習的效用，茲針對這兩種方式分述如下：

一、語言學習的真實活動參與
傳統的外國語言教育，一直以來大多以教師為中心，透過講述式教學將結構
完整的套裝知識傳授給學習者。字彙或句子依靠單純的背誦記憶，使得學習者無
法將他們所學到的目標語應用到真實的溝通情境上，因而也沒有實質且有意義的
語言學習經驗（Lee, Kim & Liu, 2005）
。Brill（2001）認為如果學習者能沉浸在對
話、文化、多樣的真實活動，則外語的習得會更加成功，而非專注在文法的練習、
背誦或考試（引自 Castillo & Vargas, 2013）。
Li（2011）主張藉由情境學習理論的社會文化角度，能重新檢視「英語作為
第二外語」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教與學的觀點，並提供另一種英
語教學理論，為初級英語學習者設計新的學習環境，解決傳統英語教室教學的限
制。在情境學習中，語言被視為是一種能參與每日溝通活動的資源；若將情境學
習的四個特點：
（1）真實性活動；
（2）實務社群；
（3）觀察；
（4）實作練習，應
用至英語口語溝通上，「活動」即是指「英語口語溝通」，「英語口語溝通」則是
用來實際參與日常生活活動中的一種「實踐」；而英語教室中的教與學則可被轉
化為「英語口語溝通的真實活動」
、
「教室內學習社群與教室外專家社群的結合」
、
「觀察專家實作的機會」
、
「學習鷹架與持續觀察機會的提供」此四項必要活動。
英語口語溝通中的真實性活動是一種具連貫性、有意義的以及目的性的每日溝通
活動及語用技能，而透過實務社群、觀察與實踐，學習者能觀察英語人士在真實
口語溝通中所展現出來的口語和副語言技能，例如語意、俚語、語調、說話節奏
與速度等，也能理解英語人士在其英美文化脈絡中所使用的詞彙、片語、句型等，
以及他們的態度、價值觀、信仰，同時也能了解到英文知識是如何在真實口語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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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社會情境脈絡中被使用的，進而學得英美人士所使用的真實語言，並符合其
社會文化的特性與期待（Li, 2011）。
Castillo 等人（2013）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一群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成
人學習者在參與一項課程方案－「Bogotá Humana1」後，其在真實情境脈絡與活
動下的學習改變。這項方案旨在教導成人學習英語，起初這群成人對英語學習並
沒有太大興趣，如何「使用」與「溝通」也不在他們學習語言的定義裡。為了使
英語學得更具意義，此課程方案運用情境學習的特性，結合教室內、外的資源，
將「實際參訪」的融入作為教學方法的創新，教師不再將焦點放在文法和字彙的
教學，新方向著眼於結合教學與實地參訪、郊遊，參與者融入真實世界，藉由探
索城市與周遭環境，結合當地脈絡和目標語言的使用，同時也透過人與周遭事物
之間的社會互動，與同儕和外國人士進行討論、溝通任務，逐漸學得英語。於參
訪前，會先以投影簡報輔以真實照片呈現，並教導相關知識，促使學習者對學習
內容的了解，有了足夠的先備知識，才著手進行實地參訪的語言活動和互動任務。
研究結果發現，外在真實環境與學習的連結，提供參與者更為舒適的學習環境，
激起學生在課程上的積極參與，情境學習的效果遠遠超過在一般教室上英語課，
帶來正向影響，真實活動的參與亦帶給學習者在語言溝通學習上不一樣的體驗。
然而，在我國國小英語教學上，張湘君（2000）指出學習英語最大的困境是
能夠讓學習者自然使用英語的場合太少。對國小學童而言，「英文」只是學校課
程中的一個學科，是一些抽象文字與聲音符號的組合，甚至學而不知活用。若在
英語教學上，能有「情境佈置」，則能讓英語學習變得較為具體、生活化及平易
近人，要讓小朋友感受到英文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是一個有用的語言。因此，
學習環境的規劃也必須與孩童的生活經驗相連結。此外，由於小學生活潑好動、
且善於模仿，然其專注力不能持久，所以在進行英語教學時，教師必須創造和設
計多樣化的學習情境，激發小學生的學習興趣，滿足學習需求，吸引注意力。

1

Bogotá Humana 為波哥大（哥倫比亞首都）提供成人學習第二外語的一項課程，以情境學習
的方式來教授英語，同時提升人民對社會文化的意識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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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方式可運用至小學英語教學，達到情境學習的效果（王仁癸，2009）：

（一）多媒體教學
教師宜用各種多媒體科技輔助學習，如影像、聲音或影片等，吸引學生的目
光，提高課堂參與力，使其置身於此情境中，將所學知識與實際生活相結合。
（二）遊戲教學
遊戲教學的課程設計著重於趣味性，讓學生在玩樂中無形地學得英文，達到
寓教於樂的效果。
（三）角色扮演
提供機會讓學生演出英文話劇或進行角色扮演，在模擬真實的情境，讓學生
體會到各種角色的心境與感受，同時也學到英文的使用時機與方法。
（四）實物教具教學
稀奇的教具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和學習興趣，藉由實體帶來的真實性，創造
對話的情境，使學生參與對話情境中，在輕鬆的對話討論中學習。

另外，亦可以進行「以活動為中心」的英語教學。在社會互動及物理環境資
源的配合下，透過有意義且有目的的活動，例如在運動場上玩球遊戲，在體育館
運動，在廚房準備餐點、藝術創作等，或利用相關的多媒體材料，提供示範，讓
學習者能有觀察的機會並模仿（Li, 2011）
。而在活動下的實作練習上須達到三個
重要條件：（一）鷹架（二）在任務過程中對專業知能的持續觀察（三）要讓學
習者在真實活動中進行練習。尤其外語初學者語言技能有限，需要更多教師的鷹
架協助與提示；並要提供能讓學習者對教師做持續性觀察和模仿的機會，使學習
者能了解語言在社會脈絡上的使用，並懂得套用至未來相似的情境中（Li, 2011）
。

二、融入真實材料的語言學習
除了教學中的真實活動，真實材料亦是營造語言學習情境的要角。當真實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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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運用至外語教學上，Rogers 與 Medley（1988）指出真實材料在外語學習的重
要性，可以口語或文本形式自然且真實地呈現母語人士在文化和情境脈絡中所使
用的語言，讓學生在真實的學習材料中，經驗語言的真實存在。若追求語言學習
中的真實溝通氛圍，情境學習是一個能使語言教學更為有效的方法，因為以溝通
目的作為學習的模式極為強調知識在真實脈絡的重要性。因此，Widdowson（1990）
則強調這些教材內容必須以教授口語用法為主要設計原則，使學習者有機會接觸
到真實口語對話、學到有關目標語的文化面向與語言的變化模式。
外國語言學習唯有在真實溝通與表現的教學環境下，才會是最有效、最理想
的，但同時也相當具挑戰性，特別是對於那些本身並無使用該語言的國家。當理
解性的輸入受到環境上的限制，使用真實材料來發展輸出技能就變得極為重要；
因此，真實材料是情境教學的重要元素之一，它能提供一個模擬真實語言學習的
情境，教授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口語語言形式、表達用法、俚語和字彙，使學習
者更為有效率地學得該語言（Efe, Demiröz & Akdemir, 2011）
。而當真實材料的議
題和內容與平常生活有密切相關，學習者在他們具熟悉經驗的領域會更加積極地
參與投入，亦即當課程中的主題、活動和教材內容切身貼近學習者的世界，對他
們而言才會是有意義的學習，同時也能體會到英語是可以作為溝通之用的有力工
具（Castillo et al., 2013）
。因此，語料的真實性能更貼近真實的語言使用，能讓學
生知道現在所學的語言緊扣日常及未來生活，學習動機自然也會跟著提升，並憑
藉實際參與溝通活動的經驗，建構意義的協商。

貳、小結
由上述可知，情境決定語言的意義，同時也牽涉到語言學習者在情境中的親
身涉入與從做中學，藉由沉浸在真實的學習情境及語用溝通，才能真正理解、掌
握一個語言的用法與含意，並在學習者與活動、環境的互動下建構英語知識，並
學習遷移至日常生活。透過情境教學，可以將真實世界的情境帶進語言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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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感受到所學得的語言真正在現實生活中應用的情形（陳淳麗，2007），其
中真實學習活動與真實學習材料是情境學習融於英語教學中最核心的兩大特點，
能使語言學習者在真實的學習環境中透過真實性內容及實際溝通應用來獲得語
言能力。
英語情境中心打造模擬真實的情境設置，引進外籍教師帶領英語教學，設計
情境主題式的學習單元，目的是希望能讓學生沉浸在英語世界裡，有實際溝通語
用的機會，學習到英美相關文化層面，提升英語學習動機與自信。英語不再是抽
象的科目，而是真實存在且能在日常使用的語言。反觀學習者對於這樣的英語學
習有何想法? 回顧英語村情境課程相關研究，目前並無這方面的探討，亟待更多
的深入挖掘。因此，本研究以學生作為出發點，欲瞭解沐浴在情境營造的英語學
習氛圍下，長期接觸英語情境課程的學生經驗到了什麼? 又，他們到底學到了什
麼? 因此學生對情境課程中各式各樣的課堂活動、教材內容、評量方式、情境設
施的觀點，以及背後的原因，為本研究探究的重點。

第三節 學生學習經驗之意涵與探究面向
本研究著重於探究學生在英語情境課程中的學習經驗，本節首先將釐清學習
經驗的意義，了解其脈絡緣由及涵義；進而論述其重要性，知曉在學生主體性漸
增之下所能帶來的力量和影響，最後則是其關注面向，瞭解主要三大探究層面。

壹、學生學習經驗的意義
追溯「教育經驗」
（educational experience）的淵源，最早起源於 Dewey 對經
驗的提倡，有機主體與自然和社會環境客體互動形成經驗。十分重視學生的個人
經驗，認為一切真正的教育是經驗連續不斷的改造與重組，其具有連續性和相互
作用的特性，如同經與緯，彼此交織，密不可分（賈馥茗，1992）。但唯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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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力的經驗對學生才具有教育意義與價值，反之亦然。林秀珍（2007）更指出，
杜威的經驗意義關連到人在環境中的適應與調適，其範圍包括人生整體的生活歷
程，不僅涵蓋過去事件，關注現在，也前瞻未來發展。
而學生的學習歷程與經驗感受在課程與教學的遞嬗中也逐漸有不一樣的轉
變和關注。課程發展的演變使從早期的傳統線性觀點如 Bobbit、Charters 與 Tyler
等人強調效率的行為課程取向，其課程的規劃通常係根據一個計劃，並依據特定
目的以安排內容及活動，最後則依目標的達成與否來評鑑學生的學習成果（方德
隆譯，2004）。如此注重計畫原則，追求科技理性的系統管理，造成身心分離，
忽視個人與社會層面，忽略學習者本身的主動學習、自我實現等需求，錯失了課
堂與學校的社會歷程；將學生視為空的容器，被動地盛接「在學校安排與教師指
導之下，為達成教育目的所從事之一切有程序的學習活動與經驗」（黃光雄、楊
龍立，2000）
。直到後來典範移轉，歷經人本主義取向，至最後的概念重建主義，
重心逐漸以「學生為中心」，正式或計畫的課程並非唯一考量，非正式及潛在課
程亦很有價值，開始關心學生所經驗的課程，也關注人們的內在感覺和經驗（方
德隆譯，2004）。而在課程層次上，Klein 與 Goodlad 於 1978 年提出了五種課程
決策層次，分別為理想課程、正式課程、知覺課程、運作課程和經驗課程
（experiential curriculum）
，當中的「經驗課程」是指學生實際學習或經驗的課程，
尤重視其從教師「實施教導的課程」後所獲得的學習經驗（蔡清田，2008）。
國內學者黃光雄、蔡清田（1999）則將課程分為課程即目標、課程即計畫、
課程即科目、課程即經驗、課程即研究假設。「課程即經驗」亦將課堂中的課程
與教學視為一種學習經驗，誠如 Schwab 所言，為教學者、學習者、教材內容與
教室環境彼此相互作用，而後產生個殊性的學習歷程與實際結果（蔡清田，2008；
Schwab, 1973）
。然而教與學在課堂中的實際相遇，教師實施的運作課程和學生的
經驗課程往往不一樣。由於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會透過自己特殊的方式進行課程
詮釋，自行選擇重視、強調或忽視，從看似「共同的」課程中，尋找屬於自己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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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經驗意義（方德隆，2005；Rogers,1989）。由此可見，學生是具有相對自主
性的存在主體，會於學校安排或教師指導的課程活動下主動從己身角度感知並詮
釋其價值和重要性，形成獨一無二的觀點。
Thiessen（2007）延續 Dewey 的教育經驗，將學生對課程實踐、人際關係、
學校事物等的看法，予以統整歸納為學生的「在校學習經驗」
（student experiences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也指出教育過程是廣泛且複雜，是故學生經
驗是多層面的，其檢視了學生個人和群體之間在動態且多面向需求的教室和學校
生活中所進行的互動、定位和協商，與以下範疇有關：
一、學生的互動與行動，如學生對學科、教學法、評量方式等之互動與行為
二、學生在多種情境脈絡下的社會關係之交融，如師生關係、同儕關係、社
會規範、教室文化等
三、學生在教室和學校內的經驗與校外生活經驗之連結，如學校與家庭、社
區活動、族群認同等
四、學生對於校內發生事件的理解和看法，如對教師或教學的觀點、對學習
特定主題的看法、在課室中的決策發聲等
根據上述，可看出小至班級內部的課堂學習，大至校園外部的社會文化，凡
是一切與學校有關的發生事物，皆被納入學生在校的學習經驗。
Erickson 與 Shultz（1992）在其 ” Students’ experience of the curriculum” 一
文中則在探討顯著課程下，亦即校方所刻意執行並教予學生的學習內容，學生在
主體性參與的學習過程中所產生之主觀感受，以及隱含在師生或同儕間互動等社
會關係與協商下，被學生所主觀感知到的潛在課程經驗。
是以，學校教室生活是一開放性的公共空間，其不論是校內顯著課程的刻意
執行或內隱課程的潛移默化等教育活動皆會與自己社會化的經驗相互影響，而學
生在多面向的影響中，與人、事、物的互動、磋商後，會逐漸發展出對課程或學
習的一套觀點和想法意念，並據此產生外在行為的特殊學習經驗之交織循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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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學生的教育經驗除了本身認知的範疇，亦會受到過往或正在經歷的日常生活
所見、所聞，而有所感知、所行，對所面臨的事件形成自己獨有的觀點與感受，
此對於學生在學習上有著重要的啟示，亦即唯有透視學生在學習中的樣貌，方能
一窺究竟他們真正知覺到的、認識到的或學習到的一切學習經驗。看不到的往往
最為重要，應將學生的主觀性想法放置在整體的脈絡性加以全面性地了解與探討，
以學生視角深入其內心世界，方能了解整全的學習圖像。

貳、學生學習經驗的重要性
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會主動地對學校內的人、事、物加以洞悉和詮釋，
並會在心中評判並賦予不同的價值。為何他們的聲音值得傾聽與重視? 又代表
著何種強大的力量? 以下將呈現學生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力如下：

一、學生作為課堂學習的參與主體
學校是孩子們除了家以外，待最久的一個場所，戰戰兢兢地在這個充滿穩定
性且高度制度化的教室中，學習著如何學習，然而小學生看待課堂生活的想法對
我們而言仍是一團謎（Jackson，1968）
。事實上，從大人與小孩，抑或是教師與
學生的角度來看，兩者之間大多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其思考邏輯也往往不會趨
於一致。在 Morgan-Fleming 與 Doyle（1997）的研究中，他們讓小學生寫出對
數學課事件的聯想主題，就能發現小學生對數學課的想法竟是如此不同，例如，
符號運作、文字問題、神話、故事幻想、個人經驗、感受等，同時在學生寫下的
故事中，也呈現並且反映出不同學生對課堂中的數學學習有著不一樣的理解，對
此也讓教師看待學生參與課堂與學校生活後所形塑出的學習觀點這件事產生新
的觀看視窗。
Cullingford（1991）指出對於課堂學習，學生會選擇他們想要學什麼，或者
避免學他們不想要學的東西，如同 Jackson 所言，每堂課的課程內容為何，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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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聆聽之餘，會選擇性地注意教室內的各種動靜，過濾掉無關緊要的雜音，只專
注於有用的學習資訊（解志強譯，2005）
。在黃鴻文與武曉梅（2007）的研究中，
一位補校婦女學生如是說：

「我是沒讀過書，但不代表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像我賣魚比誰都快我不需
要上數學，我們主要是來學認識字的，有些東西我不要，塞給我幹嘛?」

因早年失學之故，國小補校成人學生對課程的看法是基於本身就是想學習認
字、寫字，補校課程因而被區分為兩類: 有字的課與沒字的課。有字的課如國語、
社會、自然、唱歌等能幫助他們認識更多字，同時也是重要的課，學習態度比較
好也盡量不缺席；而沒字的課則是英文和數學，不僅無法認識字，對日常生活也
無太大幫助，學習意興闌珊，了無生趣。可見在一套既定的課程內容下，學生會
根據其與自身的關聯與生活經驗，而對課程進行詮釋與價值評估，繼而展現在他
們的學習意願與態度上。
學生做為學習的主體，並不是空蕩的容器等待著學校課程來填滿他，在進行
學習時，他已擁有自己的先備知識、價值態度和行動能力，據此主動地詮釋、建
構、轉化或抗拒學校教育的內容（謝小芩、范信賢，1999）
。Thiessen（2007）表
示，若越能視學生為富有思想的，有好奇心的，對事物關心的存在主體，就越能
重新塑造學生的角色，包括他們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以及作為學生的意義為
何，並能彼此交融於教室和學校中。
學生是課堂中的學習主體，同時也會決定自我涉入與參與的程度。當學生認
為與自身相關或有共鳴時，自然會有積極的學習熱忱與投入；有學生的參與，才
會是有意義的課程實踐。我們應卸下成人權威，站在學生的立場，聆聽學生的聲
音，了解學生的運作邏輯，讓他們自行定義其認為的重要為何。接受課程的什麼?
對課程的抗拒是什麼? 對課程的感受和期待又是什麼? 這些都必須要透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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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陳述，才能從他們的觀點中看出學校所帶給他們的影響，進而浮現出別具
意義之學習樣貌（Cullingford, 1991）。

二、學生學習經驗作為教師教學實踐的轉化
Goodlad 深入調查三十八所學校裡，一千多個課堂的教學活動，發現這些教
室皆存有著共同點: 教師是決定課堂活動和創造課堂氣氛的主要人物。教師在決
定課堂事務上，例如，目標制定、教材內容與學習活動的選擇及安排、教學方法
的採用、學習評量的實施、教室空間的使用等，擁有完全的自主權，教師在教學
活動中居於明顯的主導地位。越是關於學習內容和方法的關鍵決策，學生參與的
機會就越少，所能參與決定的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梁雲霞譯，2008）。
然而在班級系統裡，學生與教師、學科、環境同樣是課程中的要素，更甚是
首席要角之一。在教學過程中，他們實際參與課堂中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在課程
地位上不容忽視，然而在探討課堂生活時，我們卻時常忽略學生的親身經驗。
在課程研究和教學實務上少了學生課程觀點的了解，教師也就很少會去思考
學生對課程的思量和行動。在學生的課程詮釋不為教師所知的情況下，教師心目
中的學生角色定位可能產生偏差，教師的覺知課程與學生的經驗課程落差就會加
大（黃鴻文等人，2005）。Brophy（1982）在課程轉化中也有提及，原本的正式
課程，在不同層級的轉換以及經過教師的知覺與運作實施下，經過一連串曲解與
縮減的歷程，最後學生所學得的跟原先「意圖課程」（intended curriculum）欲傳
授的內容，在不知不覺中已有一大段落差。
課堂裡的師生都是教與學的主體，一旦兩者之間的課程觀點失去共識，在學
生不認為學校的課程在自我成長及對未來生活有意義和價值的情況下，課程實踐
的結果也很難符合學校教育既定的目標（黃鴻文等人，2005），同時也失去了原
本良好的立意。Morgan-Fleming 等人（1997）指出課程不是一套文件，而是經由
師生共同協商內容和意義的經驗；亦不是一套既定的文本內容，而是師生生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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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互動內涵，是一「文化脈絡中的社會過程」以及「師生互動中產生的開展性
建構過程」。因此在教室王國內，要了解課堂生活，就要能理解教室中沉默的語
言與潛在課程（Delamont & Hamilton, 1984）
，開啟師生對話的機制，賦予學生發
聲的機會和權利，引出他們內在最真實的聲音，並了解他們的需求。
為了能成功達成教學目標，任何的教學必須「始於學生」（Lincoln, 1995）。
透過學生的觀點，跨越既有的理解，當雙方的理解有了交集，課程與教學即不是
線性的傳遞過程（Morgan-Fleming et al., 1997）
，而是一種相互學習的成長與反省
歷程，使得教師得以重新思索教學目標，藉以修正及改善教學策略，展開課程實
踐的動態力量，進而達到教學的轉化與精進，減少師生之間課程的落差，增加學
生對課堂學習的期待與渴望。

三、學生學習經驗作為改善學校運作的推力
多位學者如 Andersson、Nieto、Soo Hoo 和 Fullan 等人在學校改革中，認為
政策制定者、決定者甚至是運作課程的教師鮮少詢問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的感受，
學生聲音在學校重建或改革中或是一些教育問題的決策與討論上是不受到重視
的（Levin, 2000；引自 Rudduck & Flutter, 2000）。
Pollard、Thiessen 與 Filer（1997）認為，正視學生的觀點，能夠為提升校園
生活品質、教育成就及了解重要教育議題帶來貢獻。Rudduck 等人（2000）也指
出，要促使學校進步，不是透過課程來面對教育市場的回應，而是以學生的角度
來看他們的經驗和觀點，提出對學校深層結構及慣性思維和價值體現的質疑。學
生雖然無法對課程表達太多的意見，但他們卻可以對教師的教學或自身的學習，
提出他們在這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限制以及一切在學校學習的情況，例如關於
在課堂中他們想要學什麼，用什麼學，對課程活動、學習方法、教材內容、教學
評量的看法等。孩子的觀點不全然反映大多數掌握大權者的思想，甚至是反支配
的，這些聲音有著批評當權結構和權力的力量（Lincoln, 1995）
。或許，學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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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凸顯了政策決定者的理想課程與學生課堂參與的經驗課程之間的差距，但是
卻能讓教育者重新思索改革的目標，瞭解改革對學生有何影響，以及思索哪些改
變可以確實促進學生的學習（Levin, 2000）。
學生與教師一樣為改革中的重要關鍵與樞紐，其認同和理解與否影響學校在
推動事務上的運作。身為學習的主體，學生通常具有洞察，對校園生活擁有獨特
的見解，若學校能適時反映學生所需要的價值，則他們對於學習的投入也會隨之
體現，進而增進學業上的成就表現。因此，要在課程改革中真正改進學生的學習，
勢必要了解學生眼中的課程面貌（黃鴻文等人，2005），傾聽學生的聲音，為教
育實踐的改變帶來可能性，也讓改善的歷程更為強而有力。

參、學生學習經驗的關注面向
約莫從 1990 年代，關於中小學學生經驗的研究開始大幅增加，不論是在研
究範圍或研究方法上，皆有多面向的發展。然而大部分研究並未對中小學的學生
日常經驗有密切地關注與檢視，也並未從教室的角度做切入和考量，僅以偏頗的
視角視教室生活為不起眼的部分片段，不全然捕捉學生的學校主體經驗世界，而
學生的個人感受、想法與聲音，在整個教育系統中，也是鮮少被探討和知曉的
（Cullingford, 1991；Erickson et al., 1992；Thiessen, 2007）。
Erickson 等人（1992）也有對早期的教育研究做類似的觀察，表示在這些研
究當中關注且呈現的僅是學生在教室裡被要求之「所作所為」
，而非其自身的「思
考（thinking）、意圖（intending）和做自己在乎的事（caring）」。Erickson 等人
（1992:467）做下結語：

「基本上沒有任何研究把學生經驗置於關注的核心，我們看不到學生的需求
及未知的恐懼，亦看不到師生之間相互的關注或者對於課程的觀點或想法。即便
是有關學生對於課程的經驗，也都是從成人教育者的利益、看待事情的方式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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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生觀點，鮮少是從學生的角度出發進行探討。因此，我們認為，應含括學生
整個的學校生涯，進一步了解學生的背景變項、教材內容、教室管理、教師教學
等是如何相互影響並左右他們在學習上的主觀經驗。」

鑒於學生沒有發聲的機會，繼而成為被操弄的靜默對象，使得其客體化的存
在居於不被重視的一隅，導致學習經驗研究的零碎、闕漏。然而學生對校園生活
是有覺察的，對整個過程和人、事、物蘊藏著豐富的自我認知與感受（Rudduck
et al., 2000）
。事實上，學生在學習環境中是主動的角色，具建構主義者的意象。
隨著 Dewey 作為提倡經驗的先驅，後續的學生經驗研究大多隱而不晦地奠基於
學生為積極建構主義者的假定中，視學生為有智識的、能合作的行動參與者，其
對自身想法、意見和行為具有洞見，而這對能否全面了解學校裡所發生或改變的
事物是相當重要的（Thiessen, 2007）。
而後 Thiessen（2007）提出學生經驗研究的目的，其具三大層面的探究焦點：
一、學生如何參與和理解學校和教室生活
1.

發現和描述學生對於在學校和教室中的想法（thoughts）
、感受（feelings）
與行為（actions）

2.

探究學生和教師的看法、感受與行動是如何彼此相互作用

3.

描繪學生在教室和學校中的社會世界，並檢視此社會世界和其學業發展
之間的關係

二、學生在學校和教室的角色定位及成長發展
1.

探討學生在多樣化團體下的不同身份是如何被學校和教室生活影響

2.

探究不同定位的學生是如何適應學校和教室的結構、期待與事務

三、學生如何積極參與和形塑學習機會及改善學校和教室中發生的一切事物
1.

探索學生在投入課程方案、政策與實踐中會面臨到的挑戰及可能性

2.

紀錄和支持學生參與決定、設計和具體行動使學習進步、改善教師教學、
優化教室和學校的組織和運作之過程
42

從上述可看出學生經驗不只有在教室層面，對於學科、教學方式、師生互動
等的想法、感受與行動，亦包含了在這樣的交織下，學生的角色是如何被塑造與
發展，以及學生在行政或政策執行面上的參與投入。由於學生經驗牽涉甚廣，因
此本研究依據 Thiessen（2007）的第一項定位：
「學生如何參與並理解教室和學校
生活」－發現和描述學生在教室和學校中的想法、感受與行動－針對學生認為英
語情境課程的觀點進行了解，以及學生（1）對教學活動之看法；（2）對教材內
容之看法；
（3）對評量方式之看法；
（4）對情境設施之看法進行探索，據此探討
學生在此課程中的學習經驗。

第四節 英語情境學習相關研究及影響因素
探究學習經驗的涵義與關注層面後，為在日後能更深入瞭解學生在英語情境
課程中的學習經驗，並探求這些學習經驗和觀點是如何形成? 又是受到何種因素
影響? 本節將蒐集有關情境教學應用於英語學習的研究，並進一步從這些相關研
究中探討可能影響學生於英語情境課程中的經驗和觀點之因素。

壹、英語情境學習相關研究
台北市因地狹人稠，無法以「村」的形式進行大規模情境主題教室的建置，
但仍秉持著如桃園英語村的精神內涵，利用校園閒置空間設置英語學習情境中心。
無論是英語村抑或情境中心，兩者的設立皆是希望學生能透過在實際情境中進行
體驗學習，在英語學習上獲得具體意義。有鑑於針對「英語情境中心」進行的研
究甚少，因此將「英語村」及「英速魔法學院」也一併納入論文研究的調查，並
僅列舉關乎實施「英語情境教學」之研究，針對在擬真的情境下對學生學習英語
有何影響進行詳細探究。表 2-1 為 2008 年至 2015 年相關研究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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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英語情境學習之相關研究（依年代先後順序排列）
研究者
彭蕙君
(2008)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桃園縣國際英 問卷調查 遊學英語村
語村實施意見 法
之 938 位五
探究－五年級
年級學生
學生觀點

研究內容
調查五年級學童對桃園三
所英語村對「外師教學」、
「教材內容」
、
「情境設置」
及「整體」的看法，並探討
學生在遊學英語村前後英
語學習態度之差異。

施 宛 直 一個創新英語 個案研究 英語村之行 探討英語村一日遊學體驗
政人員、外 活動的教育活動，包含環
(2008) 教學方案之個 法
案研究－以桃
師、遊學的 境規劃情形、教學互動狀
園國際英語村
國小五年級 況、創新教學的展現情形
為例
學生及師長 及優缺點。
向 麗 珍 學生對英語村 準實驗研 桃園市文昌
(2008) 設立的看法及 究 ( 前 實 國中 25 位
反應－以桃園 驗設計)
八年級學生
縣文昌國中學
生為例

探討在為期三個月在英語
村上英語會話課中，情境
教室所營造的英語學習情
境對學生學習動機及學習
成效之影響。

陳 靜 宜 「英語村」情 準實驗研 國小五年級 探討以情境學習理論為基
礎並運用 Dick & Carey 系
(2009) 境教學課程設 究 ( 前 實 44 位學生
計發展之研究 驗設計)
統化教學設計模式發展出
一套為期五週的情境教學
課程下，學童的英語學習
動機之提升情形與成效。

薛繼賢
(2010)

桃園縣國小英
語教師對英語
村之意見調查
研究

問卷調查 桃園縣國小 調查桃園縣國小英語教師
法
英語教師
對桃園三所英語村的教學
內容、外籍教師、功能、一
日遊學設計、教學成效以
及英語教師與英語村之間
配合的看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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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內容

吳 佩 真 教師與學生對
(2011) 英語村的觀點
探究: 以雲林
縣東仁國中為
例

質性研究
法(訪談
、參與觀
察及文件
分析)

1 位東仁國
中英語村授
課之美籍教
師及 8 位學
生

探討英語村中情境學習之
課程架構，並了解教師應
用情境學習及情境教室於
教學中之教學現況和看法
及學生對情境學習與情境
教室之想法。

林 玲 華 國小學童遊學
(2011) 英語村英語學

問卷調查 遊學蔡文國 調查英語村學習環境對參
法
際英語村的 加遊學體驗國小學童的英

習環境與英語
學習動機的相
關研究－以蔡
文國際英語村

國小高年級 語學習動機之影響及其相
學童 372 人 關性。

黃祈穎

不同學習風格 準實驗研 台北市國小 探討在為期五週 20 堂的
(2011)* 學生在情境教 究 ( 前 實 四年級 123 英語情境教學中，不同學
學的學習成就 驗設計)
位學生
習風格的學生在學習成效
表現－北市某
情境中心為例

上之差異。

覃怡華

任務型語言教 準實驗研 台北市國小
(2011)* 學法對國小四 究 ( 前 實 四 年 級 26
年級學童英語 驗設計)
位學生
口語能力與英
語學習態度之
影響－以英語

探討在以任務型語言教學
法進行六週三個情境的英
語教學後，對學生的口語
能力及英語學習態度之影
響。

情境中心為例

孫 宜 伶 高雄市岡山區
(2012) 國際英語村之
設置與學生學
習態度之相關
研究

問卷調查 遊學岡山英 探討高雄市岡山區國際英
法
語村與蔡文 語村之設置與學生學習態
英語村之五 度之關係。
年級學生

45

（續下頁）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內容

萬 如 珊 高雄市國小五
(2012) 年級學童參與
英語村學習活
動對其英語學
習經驗影響之
研究

問卷調查 遊學英語村 探討高雄市國小五年級學
法
之 五 年 級 童參與英語村學習活動對
600 位學生 其英語學習動機與英語焦
慮之影響。

李 蕙 珊 彰化縣學童對
(2012) 於利用英語村

問卷調查 參加新港國 探討影響學童對於在英語
法
小英語村課 村學習英語的學習意願之

學習英語的意
願探究

程之 288 位 因素。
國小學童

張靜雲

國民小學英語

個案研究 南部某英語 探討國小英語村的情境建

(2012)

村情境建置與
學習動機之個
案研究

法

村建置小組
行政人員 4
名、英語教
師 3 名、學
生 12 名

置脈絡、理念、建置過程所
遭遇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以及此建置對學童英語學
習動機之影響。

廖 婉 伶 桃園縣國民小
(2012) 學學生英語學
習動機、滿意
度與學習成就
關係之研究－
以桃園縣英語
村為例

問卷調查 桃園縣公立
法
國小 840 位
高年級學生

調查桃園縣國小學生於英
語村的英語學習動機、學
習滿意度與學習成就之現
況，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
之差異、相關、預測情形與
中介效果。

蕭 秀 蕾 新北市國小學
(2014) 童對英語村之
意見調查研究

問卷調查 新北市公立
法
小學之 447
位學生

探討不同英語能力水平的
國小學童在體驗英語村
（英速魔法學院）後的學
習動機與語言焦慮狀態。

林 郁 琪 墾丁英語村成
(2014) 效評估之研究

問卷調查 接受英語村 調 查 墾 丁 英 語 村 實 施 成
法
課程之國小 果，包含學生學習成效、教
學生及隨隊 師教學成效及推動成效。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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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內容

林 怡 君 英語村裡的合
(2014) 作學習對台灣
六年級學生英
語口說能力與
學習態度的成
效研究

準實驗研 國小六年級 探討在英語村中進行三個
究法
學童
情境(共 480 分鐘)的英語
情境課程中的合作學習對
於六年級學童的英語口說
能力與學習態度之成效。

葉 修 吟 台灣英語村英
(2014) 語教學師生互

個案研究 參加一日遊 探討台灣北部一所英語村
法
主題教學的 的情境教室內英語教學中

動之研究

呂美珠
(2014)

情境學習與國
小五年級學童
英語學習興趣
及學習成就之

4 位外籍教
師、五年級
學生 13 位、
班導師 1 位

師生互動的模式、師生互
動運用的策略以及師生互
動的影響與英語教學的關
係。

相關研究 新北市某國 探討情境學習與國小五年
法
小五個班級 級學童在英速魔法學院活
共 103 位學 動前後之英語學習興趣與
童
學習成就之差異情形。

相關研究－以
新北市英速魔
法學院闊瀨校
區為例
張 怡 珍 彰化縣國小師
(2014) 生對縣內英語
村實施現況之
看法研究

問卷調查 參加英語村 調查彰化縣國小師生對縣
法
遊學活動一 內英語村實施現況的看法
日遊的國小 與意見，包含行政規劃、情
高年級學生 境設置、教師教學、學習參
及教師

與情形及對未來的需求。

賴 佳 岑 英語學習情境 準實驗研 台北市南區 探討英語情境課程及其體
某國小六年 驗活動對於學生英語聽說
(2014)* 中心課程對國 究法
小六年級學生
級 51 位學 能力有何影響，並進行成
英語聽說能力
生
效評估。
之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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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內容

陳 彥 慈 英語老師對於 訪談研究 6 名外籍教 探究英語村外師與中師對
師及 6 名中 英語村的課程設計、教師、
(2015) 高雄市英語村 法
之看法研究
籍教師
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學環
境、政策與行政之看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 標*號之 3 篇研究地點為台北市英語情境中心，其餘皆於各縣市英語村。

關於應用情境學習於英語教學之研究，因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學生，了解他們
在英語情境課中的學習經驗及影響學生學習經驗的相關因素，故以「學生角度」
觀點為出發，根據過往研究，從研究結果歸納出四大層面來了解學生在接受英語
的情境教學課程和遊學體驗英語村後之學習情形，分別以「學習成效」
、
「學習環
境」、「教師教學」、「教材內容」方面探討如下：

一、學習成效層面
學習成效是多方面的，含括認知、情意、技能，故此部分包含學生的「學習
動機」
、
「學習興趣」
、
「學習態度」與「聽說能力」在遊學英語村後或接受情境課
程後的改變情形或影響。其中三篇在台北市英語情境中心，覃怡華（2011）以任
務型語言教學法進行六週三個情境之教學對口語能力及英語學習態度的影響。研
究結果顯示，四年級學生的口語能力、流暢度、表達內容及英語學習態度皆有提
升。賴佳岑（2014）則採準實驗研究法探究英語情境課程及其體驗活動對六年級
兩個班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進行成效評估。研究結果發現，上完課程後隨即參加
情境中心半天式的體驗活動，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皆有進步，尤其是口說，且確
實能提升其學習興趣。黃祈穎（2011）也以準實驗研究法進行為期五週的情境課
程，探究參加體驗課程不同學習風格的四年級學生在英語情境學習成效上之差異，
發現不同性別、資訊接收處理方式及學習風格者在學習表現上皆有顯著差異。從
上述得知，學生在經過英語情境課程及體驗活動後，不僅學習態度提升，聽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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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能力也比以往進步許多。而在其他縣市英語村的多數研究中皆發現大部分學
生在一日遊學體驗或接受為期幾週的英語情境課程後，其學習動機提升，學習態
度有改變，學習興趣亦跟著提高了。學生相當認同英語村的外籍教師教學、教材
內容、情境設置，喜歡英語村的課程與學習，認為在英語村的學習方式是愉快的，
讓英語變得更有趣，整體而言對英語村持正向態度（向麗貞，2008；呂美珠，2014；
李蕙珊，2012；林怡君，2014；林玲華，2011；施宛直，2008；陳靜宜，2009；
彭蕙君，2008；廖婉伶，2012；蕭秀蕾，2014；賴斯漢，2010）。但也有研究指
出，口說能力雖然也有明顯進步，但對於學生在課堂上說英語的態度未見明顯改
善（向麗貞，2008；林怡君，2014）
。值得注意的是，孫宜伶（2012）的研究結果
顯示雖然學生對英語村的「教師教學」
、
「課程內容」
、
「情境佈置」三方面持肯定
態度，然而經由訪談後發現學生在遊學前後的學習態度改變與否上卻無明顯差異，
表示英語村一日遊學對於影響學生改變其學習態度成效不大。
另外，在參與遊學體驗課程後不同變項的學生，如性別、是否參加課後補習、
學習英語年限長短、英語複習時間、家庭社經地位、父母親支持與關心程度等皆
會影響其英語學習動機以及英語溝通與測試焦慮（林玲華，2011；萬如珊，2012；
廖婉伶，2012）；同時，性別、英語學習時間、有無補習亦會影響對外師教學、
教材內容、情境佈置等的認同與偏好（呂美珠，2014；李蕙珊，2012；彭蕙君，
2008）
；有校外補習者皆較無校外補習者對英語村更為肯定、認同。在林玲華（2011）
的研究中顯示女生的學習動機高於男生，有參加英語補習的學習動機高過無參加
英語補習者；學習經驗愈長的學生學習動機愈強；愈受父母親關心英語學習者，
其學習動機愈強。賴斯漢（2010）和蕭秀蕾（2014）的研究則指出高程度的學生
伴隨較高的學習動機，而低程度學生則具有較高的語言焦慮感。

二、學習環境層面
部分研究皆顯示學生對情境教室的滿意度高，持肯定態度，且表示最喜歡英
語村的情境佈置，同時也影響了學習英語的意願（呂美珠，2014；林玲華，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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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怡珍，2014；彭蕙君，2008）
。當中，彭蕙君（2008）指出「廚房」情境、
「購
物中心」情境及「烹飪教室」最受學生喜愛。而外師是否有風趣的教學、親切的
態度、使用英文的難易度，及學生能否從動手做中學到實用英文、真實感的佈置
設施、情境中的活動多寡等皆會影響學生對某一情境的青睞與否。張靜雲（2012）
的研究結果發現，英語村的情境建置會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主要影響因素為「情
境的真實感和新鮮感」與「具體食物的呈現與接觸」。而情境建置對學童學習動
機的影響，會因能力水平不同而有所差異，對低程度者幫助較大；對高程度者則
幫助較小。但由於遊學次數及節數很短，難以維持學童的英語學習動機，是較為
可惜的地方。張怡珍（2014）研究結果發現，英語村的整體環境對九成以上的學
生英語學習有很大幫助，學生普遍認為學習的空間很舒適，主題實用有趣能夠激
發學習動機。而部分學生提出希望未來能增加動物園、遊樂中心、警察局、森林
或超市等情境主題佈置。呂美珠（2014）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童的學習興趣與情
境學習環境之間呈現非常高度相關。英語學習興趣愈高的學童，學習成就愈高，
對情境學習環境的認同也愈高；低興趣學童則較低；而有補習英語的學童，對情
境學習環境的認同度顯著高於沒有補習的學童。

三、教師教學層面
英語村大多由外籍教師進行外語教學，其教學風格、課堂活動、與學生的互
動等不僅會影響學生對某情境的喜愛與否，也會影響其上課表現。葉修吟（2014）
在北部一所英語村的情境教室內觀察英語教學中師生的互動模式、策略運用及師
生互動的影響與英語教學的關係，研究發現真實的情境脈絡能夠激發英語學習動
機；師生互動對能否引起學習動機、積極的互動參與及在課堂上「開口說」有著
一定的影響，進而影響英語學習成效。另外，外師本身所附帶的特質或關注會讓
學生感到新奇、特別，使得外師來上英語課是一大吸引力。林郁琪（2014）的研
究資料顯示，學習成效滿意度較高層面為「學生對外師觀感構面滿意度」，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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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外籍老師能再來上課」
、
「看到外國老師們讓我感到非常興奮」
，
「我覺得
外籍老師有注意到我」，可見學生相當喜愛英語村的外籍教師。也由於情境課程
不同於校內英語課程，外師活潑的教學方式能得到學生的歡心，在英語學習上產
生快樂和收穫。但需要留意的是，學生期望外師能說中文，如此更能幫助學習上
的理解，並希望英語村的遊學活動能延續至國中。

四、 教材內容層面
合適且生活化的課程內容研發與設計，配合合宜的教學與情境，對學生的學
習亦不容小覷。李蕙珊（2012）的研究結果就指出，教材內容是影響態度最重要
的變項，其次是師資，第三才是情境佈置。學生最喜歡且認同符合他們程度的教
材內容能讓他們快樂學習，也能了解外國文化，並認為能將教材內容應用到實際
生活中，同時也提升了英語能力。因此英語村的「教材內容」其實比「外籍老師
授課」
、
「情境佈置」更吸引學生。陳靜宜（2009）則是以情境學習理論為基礎並
運用系統化教學模式配合教科書，設計出一套為期五週的情境教學課程，研究結
果發現，配合教科書與生活情境，情境課程系統化教學設計能有效提升五年級學
童的英語學習成效及學習動機，且獲得正面回饋；運用英語情境教學法，搭配圖
片、影片與實物進行教學，確實能幫助學生學習。課程內容的難易適中、豐富多
元、實用有趣，教學活動的實務輔助及多樣化增強了學生想要學習英語的興趣與
動機。施宛直（2008）的研究也指出五年級學童喜歡英語村課程，新奇有用的生
活化情境內容特別吸引他們的目光。在具有實用又有趣的遊學課程中，學生感到
新鮮、好玩，也比較敢開口說話，合力完成任務，對生活化的情境學習普遍感到
興趣。林郁琪（2014）根據研究資料指出，教學成效課程設計構面，尤以「馬芬
蛋糕課程」、「商店課程」、次為「郵局課程」，最低為「拼音課程」，可見學生喜
愛英語村的情境課程及體驗、實作的課程，但對於相似校內英語課的拼音或書寫
性質的課程較不受學生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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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整理，可看出運用情境學習於英語教學上的研究大多將焦點放於學
習情境的設計與佈置對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學習動機、學習成效（如口說能力、
聽力）、學習焦慮及學習滿意度之影響或其相關性，多數研究也顯示大部分的學
生在遊學英語情境的體驗活動後，其學習動機及興趣皆有提升，口說溝通能力與
聽力亦有進步，並對英語村的整體看法持正面、認同的態度。然而這些研究多以
實施問卷調查、準實驗研究等量化方式來了解學生在英語學習情境中的學習狀況
與表現，用數據呈現的同時也框架、限制了他們的思維與想法；另外，研究者不
禁思考，接受情境課程時間的長短，學生的反應是否又會有所不同? 由於多項研
究僅針對半日或一日的遊學體驗課程進行調查，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能否確實
知曉此情境課程到底對學生的影響為何，又抑或只是在快樂體驗、輕鬆學習之餘
所呈現的虛無表象，著實值得令人深思。因此以長時間深入學習場域，重新看待
學生的學習，提供機會讓學生表達其內心實際想法，挖掘並揭露他們對於課程的
觀點與詮釋及學習的感受儼然成為必要，也是重要的。也相信長期的學習更能顯
現出孩子最真實的反應，表露出他們最真切的一面。
是故，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深入探究國小學童在英語情境中心之學習
經驗，以求全面性了解學生在接受情境課程時，對英語學習的真實觀感以及帶給
他們的是何種意義與價值。

貳、影響情境學習與學生學習經驗的相關因素
Erickson 等人（1992）認為學生的教育經驗面是由多方面所組成的：社會的、
情感的和認知的；其中包含教室權力結構、環境氣氛、師生、同儕之間的人際凝
視、互動溝通等；對科目的態度、興趣喜好等；對學科內容的概念學習、觀念詮
釋等，種種這些彼此交互影響。若是在情境教學脈絡中，影響學生觀點的會是為
何呢? 情境學習理論廣泛應用在各個領域中，但在英語科上反倒較少著墨，大多
以資訊科技或是其他教學方法融入情境學習進行課堂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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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將應用於其他科目以及前述整理英語情境學習的相關研究也一同納入討論，
探討可能影響學生在接受情境式課堂學習的觀點之要素如下：

一、學生個人本身
學生個人因素包含了性別、學習時間、興趣偏好與學業成就、家庭社經背景，
而這些導致學生在接受課程時會有不同的態度與行動。
在性別方面，國內有不少研究指出在英語村的遊學課程中，學生性別的差異
在學習動機上有明顯的不同。彭蕙君（2008）指出女生對文昌英語村的教材內容、
情境佈置及整體看法等意見上明顯較男生認同。林玲華（2011）探討英語村學習
環境對參加遊學體驗國小高年級學童的英語學習動機之影響及其相關性，發現學
生在接受英語村的情境課程後，雖然皆持正面肯定與認同，但女生的學習動機高
於男生。萬如珊（2012）與廖婉伶（2012）的研究結果也顯示不同學生的性別對
於遊學後之英語在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知覺與學習成就上有所差異。
在學習時間方面，包含了學生本身在科目學習上的年限長短以及課後補習課
程的參加，影響學生在課堂學習的看法。彭蕙君（2008）調查國小五年級學童對
桃園三所英語村的看法，發現學習英語超過四年的學生對外師教學、教材內容及
整體看法層面，明顯較學習英語二年或學習未達一年的學生更為肯定；而有參加
校外補習的學生皆較無校外補習的學生對英語村的教材及情境更為認同與喜歡。
同樣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林玲華（2011）與廖婉伶（2012）的研究中，皆表示英
語學習經驗愈長的國小學生學習動機愈強，有參加英語補習的學習動機高過無參
加英語補習者，在學習滿意度知覺與學習成就上亦有所差異。呂美珠（2014）也
指出有補習英語的學童，對情境學習環境的認同度、英語學習興趣及學習成就三
方面皆顯著高於沒有補習的學童。
在興趣偏好與學業成就方面，學習興趣與學業成就往往相互影響，自然也就
會影響學生在學習時候的感受。學生在某科的學業表現，會影響其對那門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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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或認同感，而高、低成就的學生通常對同一門課會有不一樣的看法與學習經
驗。賴斯漢（2010）與蕭秀蕾（2014）在探討英語村中的課程對學生的學習動機
和語言學習焦慮有何影響，發現不論是國小或是國中階段，具有較高能力水平的
學生皆伴隨較高的學習動機，而低程度學生則有較高的焦慮感。呂美珠（2014）
則將學童區分為低中高興趣三組進行觀察，發現英語學習興趣愈高的學童，學習
成就愈高，對情境學習環境的認同也愈高；低興趣學童的學習興趣與情境學習環
境之間的相關程度則較低，其學習興趣受到「情境佈置」與「教材內容」影響較
深，「外籍教師教學」這部分因為英語學習興趣偏低的學童，多數聽不懂外籍教
師說的話，因此對他們難以產生太大的影響。
在家庭社經背景方面，生長的文化脈絡、家長的支持與關心程度等反映家庭
或社會的價值觀為影響學生對於課程學習觀點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林玲華（2011）
的研究中也發現，愈受父母親關心英語學習情況的學生，其學習動機愈強。萬如
珊（2012）的研究也顯示，父母親支持與期許程度，對於遊學後之英語內在與融
合型學習動機有顯著差異。在廖婉伶（2012）的研究中，家庭社經地位對國小高
年級學生在英語村的學習動機、學習滿意度知覺與學習成就上有所不同。

二、教師運作課程
（一）教師教學策略
教師的教學方式會影響學生在課堂學習以及能否達到學業目標的觀點和感
受。Phelan、Davidson 與 Cao（1992）指出學生偏好當一個積極的學習者，而非
被動的接受者。他們喜歡課堂中有著互動關係的教學，而非只是教材內容的傳輸，
比起被動地接收單向的授課方式，學生喜歡能夠引起他們積極參與課堂的教學方
法。若有較多種類的課堂學習活動，運用多種角度來解釋課程內容，或透過討論
來激發及探索新想法，並配合多種教學方法的穿插，學生對那門學習科目會反映
出較高的興趣及積極的參與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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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舒情（2010）以情境教學理論概念及英語情境教學法融入教學活動設計，
並結合採用小筆電及 QR Code 感知技術，運用於英語情境課程中。研究發現，
此種教學方法正向提升學生英語學習態度，優於傳統講述教學；情境感知式教學
多元化的活動設計，教學結合影片、動畫及學習任務，讓學生接觸到真實情境，
並與場域互動，且由自己掌握學習內容和進度，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引發主
動探索的學習態度。洪津嫚（2014）透過繪本閱讀結合情境教學法進行造句教學
的課程實施，打破傳統課堂中的講述法，結合各式語文練習的情境活動，並配合
學童的生活經驗，以「情境圖片和影片引導」
、
「角色扮演」
、
「實地體驗」等六種
情境教學法，使學童學習造句和閱讀的動機大為提升，而多元的教學活動和教學
媒材，改善了學童的學習態度，也提升了部分語文能力的學習成效。郭先德（2015）
的研究結果證實，藉資訊科技優勢，對語言學習情境的營造和英語學習動機很有
幫助。情境教學在資訊科技的輔助下，透過圖片、影音、動畫或網路資源來學習
英語，使學習內容不再抽象，可以激發學習者動機，啟發學習動力，也較容易跟
學習者生活經驗產生連結。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蔡繼振（2015）的研究中，教師
利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包括使用很多影片和照片，能吸引學生注意力，尤其影
片觀賞是大多數學生的首選；上課的教學活動變得更多元有趣，學生可以參與討
論，以及有操作資訊設備的機會，學生因而在綜合活動的學習態度有正面的提升。

（二）課程活動與教材內容
課堂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亦是影響學生在課堂經驗的重要一環。施並宏
（2005）實施情境教學在國小作文課程中，研究發現，多數學生對此教學方式及
課程設計有濃厚興趣，語文表達能力及學習滿意度皆有明顯的提升。而教學活動
多樣化，例如到戶外觀察、資訊融入、實物呈現、角色扮演、動手操作等，正是
吸引學童的關鍵，除了啟發其好奇心和想像力，亦增加了學習的趣味性。而謝采
霓（2010）以英語歌曲、情境圖、實物、媒體運用、角色扮演、小組問題解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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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進行英語課堂教學活動。研究發現，大多數學生認為電話用語、看病、餐飲
店用餐為主題的真實情境會話教材等是生活化、實用性、生動的，較能引起興趣，
不但能用在日常生活中，且有助於未來出國時與外國人對話；同時也認為角色扮
演情境教學活動讓他們能藉由模擬真實情況，知道英文會話使用的場合，從做中
學比較記得住日常生活用語，也比較敢開口說英語，增強聽說能力。梁宜霖（2013）
則是將自編的故事情境教材融入情境教學，並繪製 Flash 動畫，研究發現學童在
數學態度上有明顯進步。故事的想像及趣味將抽象概念轉成視覺化的教材，能夠
引起學童學習動機，幫助建構良好解題能力，釐清迷思概念，亦提高學習專注力
與興趣。李蕙珊（2012）指出教材內容是影響學童對英語村態度最重要的變項。
學生最喜歡教材內容可以讓他們了解外國文化，且認同英語村的教材內容讓他們
了解外國文化，且可以將教材內容應用到生活中。陳靜宜（2009）探究以情境學
習理論為基礎所設計的情境教學課程下，研究發現，配合教科書與學生生活情境
的情境課程能有效提升國小五年級學童的英語學習成效及學習動機。難易適中、
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讓學生覺得實際有用，能明顯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施宛
直（2008）研究發現外籍老師們設計的獨創教材融合各領域的實用教材，並會在
教材上不斷地反思精進與改良，呈現多樣活潑的教材內容。生活化情境的課程內
容，讓學生有合作學習，處理問題的機會，對小朋友而言是新奇有用、有價值的。

三、教室情境與師生互動
教室情境包含課室內的師生關係互動、學習氣氛等而形塑出來的班級文化；
在如此多元的社會關係所營造的學習環境下，會影響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經驗。
師生互動與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密不可分。Erikson 等人（1992）指出，教師
對學生的信任感、關注力及合理性，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經驗。假使課程目標對學
生而言並不明確，但若教師本身具有魅力和親切感，和學生親近，或許能拉近並
改善學生對課程或課堂活動的疏離感。如果學生喜歡或信任某個教師，即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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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解課程目標，他們仍會盡力完成。師生之間若有了情感隸屬和信賴連結，如
此一來學生的學習與課堂參與便能在安全、放心和備受尊重的教室氛圍下開展。
而 Phelan 等人（1992）表示若教師對學生有較多的關注，則容易贏得學生在學業
努力上的合作。另外，教師本身具有的重要人格特質，例如幽默感、開明、會替
人著想、同理心的交流，尤其是幽默和開明，再加上尊重與了解學生需求，能縮
短年齡上的距離、跨越身分上懸殊的障礙、建立師生之間的連結，也會使學生更
樂意參與投入於學習。
林師如（2009）的研究中指出，若是將英語村的硬體資源與師資進行比較的
話，優良的師資是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能力更重要的因素。因為在英語村的參訪
中，幾乎所有受訪學生皆表示很喜歡英語村的學習課程，但再更深入地詢問，偏
好英語村的教師還是環境時，大多數學生的回答則是教師。可見教學者才是讓學
生熱愛學習的主要因素，教學者建構的教學氣氛及學生學習的教材內容，才是影
響學習成效的關鍵。葉修吟（2014）則探討情境教室內英語教學中師生互動的模
式、師生互動運用的策略以及師生互動的影響與英語教學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師生互動對能否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積極地互動參與及願意開口說英語有相當
的影響力，進而影響到學習成效。在彭蕙君（2008）的研究中，發現教師態度的
親切與否會影響學生喜歡某一情境的與否。而林郁琪（2014）研究指出，讓學生
在英語學習上感到快樂且認為收穫良多是因為外籍教師教學熱忱、具幽默的個性、
上課活潑，讓學生相當滿意。

由以上可得知，影響學生在情境課程學習中學習經驗的部分可能因素，但研
究者並不會因此被設限，反而會以更開放的心態和視野去面對在研究場域中的一
切人、事、物，因為教學現場是由教師、學生、教學情景等相互交織所形成一幕
幕豐富、精彩的複雜情境；又，每一個班級學生和教師在教學與學習上各有其獨
特脈絡，所碰撞出來的火花必定也相當耐人尋味，其背後原因更是值得研究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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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竟。到底什麼才是影響學生在英語情境課程中學習的關鍵，將以在實際現場
所蒐集到之資料於第四章與文獻進行對話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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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與架構，解釋選擇個案研究的原因及研究
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場域及研究參與者的選取；第
三節為研究實施，透過如訪談、觀察、文件等詳述資料蒐集的方法，以及資料蒐
集後的管理與分析；第四節為研究信實度，說明本研究維持信實度的檢核方式；
第五節則為研究倫理，闡述在研究場域中會遇到的倫理問題和應遵守原則。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由國小學童的視窗觀看他們眼中的英語情境課，旨在探討學生在此課
程中的學習經驗及其感受。學生是有自主性的「主體」，即使在具完整脈絡性的
課程底下，每個人所經歷與感受到的皆有所不同，其觀點帶有主觀與獨特性，會
根據情境脈絡下的經歷、既存價值觀或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加以主動地詮釋，
將想法言表於外，進而採取特定行為，形成觀點與行動相互交織的循環，具有其
特殊性與複雜性。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作為蒐集資料的方式，
以下將闡述選擇個案研究進行研究的原因。

壹、研究方法
一、選擇個案研究的理由
Bogdan 與 Biklen 認為質性研究是在自然的情境中收集資料，相當重視研究
過程中時間與社會行為的脈絡關係，並以豐厚文字描述特定的情境或現象。研究
者本身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工具，深入探討個體所經歷到的經驗，去探究他們如何
詮釋自身的特殊經驗，掌握並描述人們如何看待與觀看這個世界。同時也因為關
注研究現象與行為對當事人的意義，因此必須融入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從被研
究者的立場與角度加以同理地解讀與理解（引自高淑清，2008；潘淑滿，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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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個案研究法即為一種質的研究方法，以個別的、深入的、描繪的形式呈現
個案的真實生活情境，期望對研究現象有深度的了解，而不是在對研究現象進行
假設考驗（潘淑滿，2003）。Yin（1994/2003）主張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徵研究
（empirical study），是在真實生活環境的情境下，研究當時正在進行的現象，尤
其是研究現象與其所處環境脈絡之間的界限並不十分明顯的時候，並依賴多重證
據的來源，需要透過多種管道蒐集資料，而這些匯集而成的資料需能在三角檢證
的方式下，進行交叉比對和分析，最後歸納並達到相同結論（尚榮安譯，2001；
周海濤、李永賢、張蘅譯，2009），其目的在透過個案，洞察、發現和解釋當前
現象的內涵和背後的情境脈絡，並對此做縝密而深入的描述和分析（鈕文英，
2012）。
另外，個案研究可使一個研究工作保留實際生活事件的整體性和有意義的特
徵，在於提出及回答「如何」與「為什麼」的問題，研究者對於事件只有極少的
操弄權，甚至是沒有，且研究焦點著重於當時在真實生活背景中所發生的現象（尚
榮安譯，2011）。而應用於教育情境中的個案研究，也通常是從一個較為整體的
特定情境中掌握全面的研究現象、活動性質以及參與事件的人類經驗，了解它在
脈絡下的獨特性及複雜性，繼而了解教育實際的問題（林佩璇，2000）。
個案研究具有其特性，Merriam（1998）指出它有特定、描述和啟發性三項
特徵，探討的現象是特定且有範圍的，而研究報告會對現象做豐富而厚實的描述，
從而對現象有更深入的理解，從中發現它的意義，擴展他們的經驗（引自鈕文英，
2012）
。林佩璇（2000）也指出個案研究具有以下七項特點：(1)強調整體性；(2)
經驗理解；(3)獨特性；(4)豐富描述；(5)啟發作用；(6)歸納理性；(7)自然類推。

基於上述，本研究是為探究學生於英語情境課的觀點，囿於此課程為該校英
語情境中心所獨立設計，為其承辦學校校內的特色課程，因教學方式、教材內容、
情境佈置、師生互動模式等環境脈絡有其個殊性，而學生所感知與經驗到的亦會
受到多面向因素影響，因而所形塑出來的學生經驗相當特別且複雜。也因試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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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如何」以及「為什麼」等問題，故會以開放的態度，觀察與聆聽被研究者想
要呈現的、訴說的是什麼，以及對經驗所賦予的又是何種意義，並以豐厚文字來
描述學生於課堂所體會到的個人經驗，而非數字的堆砌與解釋，如此才具有其背
後詮釋意涵的價值。因此，本研究採一個班級作為整體性單位的個案研究進行學
生學習經驗的探究與資料蒐集，對當前個案現象展現真切關注，全面且深入地捕
捉他們的聲音、感受、知覺與行動，留存並呈現其真實樣貌。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為主，旨在探究小學生對英語情境課程的觀點，以及在
課程中的學習經驗，包括對「教學活動」
、
「教材內容」
、
「評量方式」及「情境設
施」的看法，並從整體情境脈絡中找尋影響學生觀點的可能因素，會於實際在現
場蒐集完資料後再進行更深入地探討，最後了解此課程所帶給他們何種的意義與
價值。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對英語情境課的觀點與看法

教學活動

情境設施
國小學童英語
情境課程的
學習經驗

教材內容

評量方式
情境脈絡影響因素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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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流程
本研究期程始於民國 104 年的 11 月中至 105 年的 6 月底，為期七個多月。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當中，歷經四個階段，分別為「準備及醞釀階段」
、
「研究實施
階段」、「資料整理階段」、「研究撰寫階段」。其依序說明各階段內容並呈現研究
流程圖如下：

一、「準備及醞釀階段」
研究者基於研究興趣和問題意識，收集相關資料和文獻，從中發展研究方向，
並依據研究目的和問題找尋適合的研究場域學校，選擇個案班級學生。

二、「研究實施階段」
研究者進入實際教學現場，並與個案班級學生與授課教師建立良好關係，以
觀察課堂學生的上課情形、師生互動等以及訪談學生等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三、「資料整理階段」
研究者將於教學現場所獲得的資料，進行閱讀、分析、編碼、理解與詮釋，
並於資料不足或有待釐清處，再度回研究場域將資料予以補齊。

四、「研究撰寫階段」
研究者將資料與相關文獻進行對話和討論，著手撰寫研究報告，同時亦會反
覆閱讀文本資料，再次理解和詮釋，為的就是能更貼近研究對象的經驗世界，接
著歸納研究發現，最後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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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興趣和問題意識
準
備
及
醞
釀
階
段

收集相關資料和文獻

訂定研究主題

選定研究場域及對象

研
究
實
施
階
段

進入場域

個案班級學生

研究者

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
資
料
整
理
階
段

研
究
撰
寫
階
段

閱讀適切資料並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持續的詮釋和修正

完成研究論文

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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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探
討
及
彙
整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質性研究使用「非機率取樣」的方式，而其中的「立意取樣」係根據研究目
的，選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豐富資訊的人、時間、地點等，以蒐集多樣而深入
的資料（鈕文英，2012）
。關乎研究問題和研究場所的順序關係，Jorgensen（1989）
則將之分為「從問題到現場」與「從現場到問題」兩種取向（引自黃瑞琴，1991）
。
本研究即是依著研究目的和問題，找尋特定且適合的場域，並帶著每一次都是嶄
新視野的開放與好奇的心態，進入教室現場，開啟這趟閃亮的尋寶旅程。

壹、研究場域
本研究為「從問題到現場」的取向，從自身的體認、問題意識、相關文獻的
探索至發現寥若晨星的學生經驗探尋，依據研究目的和問題，並基於尋找能夠回
答小學生對英語情境課的觀點以及他們在課程中的學習經驗，包含對教學活動、
教材內容、評量方式與情境設施的想法等問題，其中因為此課程的設計與實施有
其獨特脈絡，因此選定適切的教學現場－彩虹國小（化名，研究場域之國小）作
為本研究的研究場域。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為活化台北市國小英語教學，陸續在 12 個行政區打造英
語學習情境中心並已於 103 年度全數完成，為的就是希望學生能沉浸在全美語的
學習環境，引發學習英語的興趣及動機，促進孩子勇於用英語開口與人溝通。而
彩虹國小，作為十二間英語情境中心的先鋒，承接並肩負這個重要使命，以擬真
學習環境及讓學習者親身體驗的方式，體現了情境學習的理念。在提供校內全體
學生每週的英語情境特色課程之餘，另外開放四個半天，提供區內各校四至六年
級學生預約體驗學習活動，同時亦辦理夏令營，讓弱勢學生亦能夠參與。
以下依據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所提供的營運計畫，茲逐項敘述說明其設置
緣起、願景、目的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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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念緣起
基於欲將英語學習生活化，讓學生有真實溝通語用經驗的初衷，在台北市教
育局挹注經費及設備下，彩虹國小英語學習情境中心應運而生。此中心設計和建
置了模擬情境，並搭配外籍教師進行教學，以資源整合的方式，研究發展出可供
台北市各校學習的英語教學模式。而為了能夠充分利用相關設備及師資，並全面
執行其所開發設計的英語情境課程，以學校本位課程的方式增授英語學習時數，
期望在外籍教師的帶領下，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信心，弭平學習落差，達成英
語教學培養興趣的理想，具體實現「把每一個孩子帶上來」的希望工程。

二、中心願景－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設立的中心願景包含三項：
(一) 運用英語情境，體驗異國文化，增進學童使用英語的機會，奠定與世界
接軌的基礎。
(二) 課程教學搭配外籍師資，提升學童學習英語的興趣與自信，培養學童的
英語語言能力。
(三) 建置英語情境教學中心，提供台北市其他國小設置學習情境教室及課程
的參考。

三、設置目的
而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的設置目的則主要為下列五點：
(一) 建立模擬真實的英語學習情境，增進學生使用英語溝通的機會與動機。
(二) 研擬英語情境體驗課程，規劃教學模式。
(三) 建立外籍教師徵聘、培訓、管理、協同教學的模式，做為未來台北市聘
用外師之參考。
(四) 結合資訊科技、互動教學，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促進有效學習。
(五) 體驗英語之相關文化面，開拓國際視野，奠定與世界接軌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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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主軸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課程架構圖
情境、課程、外師、科技、文化、共享

六大主軸

四大取向

溝通取向

培養學生在不同情境中
的英語溝通能力，俾能
運用於實際生活經驗中

教學模式

角色扮演

教學情境

機艙
入境海關
出境櫃台
主題區(超市
、服飾)
速食
西餐
健檢區

任務取向

學生面對不同情境時，
能運用英語解決問題、
完成任務

DIY

文化取向

增進學生對外國文
化的認識，開展兒
童的世界觀

遊戲與體育

工作區

科技取向

益智區

結合科技，提高
英語學習的樂趣
並有效學習

資訊融入英語教學

圖書館
文化區

詢問台
郵局
銀行
圖 3-3 課程架構圖 資料來源：彩虹國小提供。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採全英語進行情境教學，以情境、課程、外師、科技、
文化、共享為六大核心主軸，並以溝通、任務、文化及科技取向，達到不同教學

66

效果，因而發展出不同教學模式，包括角色扮演、DIY、遊戲與體育及資訊融入
英語教學模式，同時結合科技，搭配即時互動白板以輔助學習，希望在這樣的整
合式課程，在面對不同情境時，讓學生以英語為主要溝通工具，視每一個主題為
一項任務，達到問題解決與任務完成。而情境中心所提供的模擬情境有: 機艙、
海關、郵局、超市、速食、餐廳、圖書、健檢及益智區等，讓學生透過模擬實境
的體驗、實際的操作、任務的解決，與外籍老師直接面對面接觸，除了增進學生
對外國文化的認識，更期望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提升他們的英語溝通能力，此為
彩虹國小情境中心建置之首要目的。
簡言之，彩虹國小情境中心以溝通、任務、文化及科技取向的教學觀，透過
整合性課程，並結合擬真情境、資訊科技與外籍教師教學，提供學生使用語言的
環境。另外，期望在多方學習英語之時，學生能體認到英語不只是單純背誦、記
憶的科目，而是一個能藉由身歷其境、實際操作、與外籍教師和同儕的互動，開
啟語言互動機制在情境下自然使用的溝通工具，並在任務達成的成就驅使之下，
更進一步增進語言學習的興趣與自信。

貳、研究參與者
一、晴天班學生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將四年級的每班學生依程度分為普通班、進階班與加
強班，每一班的學生人數皆維持在十五位左右。本研究之所以選擇四年級的考量
因素是，四年級的英語情境課程主題較為生活、實用化，而學生有了小學一至三
年級的英文基礎奠定，逐漸能夠發展出複雜一些的單字、句構及聽說能力等，在
課堂中會有較多學習的互動與體會；在學生人數方面，也相當符合台北市各間情
境中心在能力分班後的人數，小班的英語教學能讓學生有更多的學習和語用溝通
機會，並且能讓每一位學生無論是在與外籍教師的互動上，或是角色扮演、遊戲
等，都能充分參與、經歷到情境課程中的每一個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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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選擇原因是「晴天班」
（化名，個案班級）為普通班，共計 15 人，8 男
7 女，與進階班和加強班相比，學生的英語表現能力屬常態分配。因學習經驗的
探究牽涉到課程的學習情形，且需要多方面且豐富的資料來源，而「晴天班」的
孩子在課堂上的學習態度與表現，整體而言積極、活潑開朗，對於課程活動也相
當地配合，參與度高，與外籍教師和同儕之間的互動亦融洽，因此選定此班級作
為研究對象。
在成績表現方面，
「晴天班」雖屬普通班，但 3 位外籍教師皆認為「晴天班」
是在四年級所有班級當中，程度較佳的一個班級，學生在聽、說能力與閱讀能力
都比其他班學生還要來的好，較不會有需要簡化教學內容或刻意放慢講英語速度
的問題，上課起來也較為流暢。然而，一個班級當中仍不免會有不同英語學習成
就的學生，如表 3-4。在課堂參與方面，由於四年級學生一學年共會學到六個情
境主題，每一個主題由不同的外籍教師進行教學，而每一位教師皆有其上課風格，
因而造就不一樣的學習樣態與反應。但大致上來說，「晴天班」的學習態度與課
堂表現良好，並且熱衷於「蓋章」換禮物的活動。不管是以小組回答問題累計星
星，或以個人方式回答問題，每次上課都可以得到為數不同的章，蓋 10 個章可
換取一個小禮物。但針對不同情境主題，教師所問的問題難易度，學生舉手發言
的狀況就會有所不同。但通常每次都會至少有好幾位學生主動舉手回答問題，有
時甚至是全班踴躍搶答，不時聽到「Teacher, me! Teacher, me!」手舉地高高的狀
況，但也會有沒人知道該怎麼回答而全班靜默的少許時候。另外，當有實作活動
或遊戲，總是可以明顯地感受到班級氣氛充滿著期待與興奮，這時的參與度極高。
而關於英語補習的情形，
「晴天班」中有 12 位學生有英語補習或家教經驗，僅 3
位學生從來沒有補習過英語。整體看來，將近九成的學生有校外補習英語的經驗。
在問卷調查中，可從學生的填答看出一種兩極化的現象，如表 3-4，有些學生很
喜歡英語情境課，卻也有學生很不喜歡，但大多數學生都將之排在中間的序位。
「晴天班」的學生資料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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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晴天班」學生資料（英文名字皆為化名）
學
生

4人 2人
團訪 組訪

家教或
補習經驗

英語情境課程
學習成就

喜歡的科目
排序

Jeremy

○

◎

有

高

自然>社會>英情>
數學>英語>國語

Roger

○

◎

有

高

英情>英語>自然>
數學>社會>國語

Charlie

○

◎

有

中

國語>自然>社會>
數學>英語>英情

Kevin

○

◎

無

中/低

自然>英語>社會>
數學>英情>國語

Danny

○

◎

有

高

英情>英語>自然>
社會>國語>數學

Henry

○

◎

有

中

自然>英語>英情>
社會>數學>國語

Shawn

○

◎

有

中

英語>社會>英情>
自然>國語>數學

Jordan

○

◎

有

中

社會>數學>英語>
自然>英情>國語

Ellen

○

◎

有

高

社會>自然>英語>
數學>英情>國語

Mara

○

◎

有

中/低

英情>國語>自然>
英語>社會>數學

Lily

○

◎

有

中/低

社會>英語>自然>
英情>國語>數學

Maggie

○

◎

有

高

英情>英語>自然>
數學>國語>社會

Joanne

○

◎

無

中/低

國語>英語>英情>
數學>自然>社會

Sandy

○

◎

無

中

英語>自然>英情>
國語>社會>數學

Doris

○

◎

有

低

自然>英情>社會>
國語>數學>英語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英情」為英語情境課之簡稱。

69

第三節 研究實施

壹、資料蒐集的方式
個案研究強調資料的蒐集方法與來源的多樣性（鈕文英，2012），其證據有
六種資料：文件、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以及實體人造物。廣
泛的資料來源具有高度互補性，為發展收斂的探索線索，使得最終指向同一個事
實或研究發現（Yin, 1994；尚榮安譯，2001）
。除此之外，Yin（2003）更指出個
案研究可以同時採用質性材料和量化材料（周海濤等人譯，2009）。以下將詳述
說明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方法。

一、 觀察
Morgan-Fleming 等人（1997）表示研究學生的經驗課程時，需要捕捉課堂上
的動態全景；觀察不僅能在解構學生課堂生活的脈絡「文本」之餘，深入地「傾
聽」學生想要「訴說」些什麼（Lincoln, 1995）。
觀察為一種科學方法，可以取得有關教育活動及現象的資料，而其應用具有
多種類型: 有自然情境的觀察及人為情境的觀察；有結構式的觀察及非結構式的
觀察；有參與觀察及非參與觀察；有直接觀察及間接觀察（吳明清，1989）。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作為整個過程中的「觀察者即參與者」（observer as
participant）
，並依 Spradley 將參與觀察分為描述式觀察、焦點式觀察及選擇性觀
察三種形式（引自黃瑞琴，1991），以不同階段的方式進行現場的課室觀察。在
彩虹國小情境中心所設計的課程中，四年級學生每週會有兩節英語情境課，因此
研究者每星期進行兩節課 80 分鐘的課堂觀察。四年級上、下學期，共歷經六個
情境主題: 「Cabin」
、
「Fast Food」
、
「Information－MRT」
、
「PE」
、
「Travel Agency」
與「Movie Theater」，由該校情境中心的 3 位外籍教師負責授課，不同的主題由
不同的外師進行教學，各有其風格與特色。起初研究者只是在教室一旁觀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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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段時間，大致了解課堂活動的運作狀況後，逐漸找到觀察的焦點，最後則
更聚焦於學生在英語情境課及活動中的反應、行為表現與師生互動。參與觀察是
觀看、聆聽、詢問與感知的交會，平時研究者大多居於觀察者的角色，偶爾扮演
協助者，例如，外師需要研究者翻譯較難的語句以幫助學生理解，或是請研究者
協助學生參與課程的某些活動，以及學生有問題需要立即解決之時。除了課堂觀
察，在中堂下課或放學時間，研究者有時也會與學生聊聊上課的情況或者閒聊，
藉以彌補有些在課堂上看不到的部分，以期能在無法參與他們整個學校或日常生
活經驗之下，一點一滴拼湊出對他們的了解。另外，研究者為了能更深入了解課
程及學生的學習情況，也會於下課時與外師討論課程相關事宜以及學生在課堂上
的表現或作為。另外，在與「晴天班」孩子建立關係與拉近情誼時，研究者同時
也會跳脫與他們亦師亦友的關係，審視、反思在課堂內所觀察到之事件，並在不
干擾教師教學與課程運作的情況下，一同經驗學生的經驗世界，同理他們的感受。

二、 訪談
Erickson 等人（1992）認為直接的觀察不足以全然了解學生在課堂上的經驗
和投入，雖然觀察能夠貼近學生生活經驗並提供一些線索，但訪談更能揭開學生
在課程世界的主觀經驗面紗。教室觀察僅止於能夠對學生在課堂上的反應或表現
有片面的認識，實質上學生真正的內心想法，還是需要透過訪談方能得知。
在質的研究中，訪談通常是兩個人或者多人之間有目的的談話，由研究者引
導，蒐集研究對象的語言資料，藉以了解研究對象是如何解釋他們的世界（黃瑞
琴，1991）。由於國小四年級學生年紀尚小，因此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進行
訪談，在此種相對開放且經過設計的訪談情境中，受訪者可能會能夠清楚地表達
自身的主觀觀點（李政賢、廖志恒、林靜如譯，2007）。在訪談過程中，以開放
性的問題引導小學生回答，訪談大綱的擬列是讓過程能夠有順序、且有邏輯地發
展，研究者會視情況，適時對訪談程序及內容做追問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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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三階段訪談模式，分為多人及兩人訪談，利用午休時間及班導師時
間進行訪談。由於顧慮小學生在獨自面對訪談問題時，可能會感到焦慮或緊張，
希望身邊能夠有朋友陪伴，因此第一階段實施 4 人一組的團體訪談，依研究者長
時間在現場觀課對他們的了解，以好朋友的方式予以分組，並利用同儕力量和氣
氛，促使講更多話，確認彼此之間所表達的事實。但因多人與時間有限的緣故，
有些想法歧異的部分無法一一詳細追問，且有時候聲音辨識度較為困難，造成在
後續訪談紀錄的繕打難度高，故第二階段調整為 2 人一組的訪談，依據學生在英
語情境課中的課堂表現、英語成就，以及在訪談第一階段後的初步了解等進行多
方面的綜合考量，盡量將同質性的學生排在一組，研究者較易繼續追問，並接續
先前尚未問完的訪談題目。第三階段則是 2 人混合的訪談，以彌補資料不足之
處，並再次比對第一、二次的訪談紀錄和問卷，加以詢問和釐清不一致的地方。

三、 文件資料
「文件」一般用來表示以下研究素材：照片、錄影帶、影片、札記、信件、
日記、臨床個案紀錄和各種可用來補充個案訊息的隨手筆記，這些文件資料在以
參與觀察或訪談為主要資料來源的個案研究中，常用來當作補充或輔助之用（高
淑清，2008）。對個案研究而言，文件最重要的用途，是檢驗和增強其它資料來
源而來的證據，以增加研究結果的可信度（Yin, 1994；尚榮安譯，2001；黃瑞琴，
1991）。因此，本研究除了觀察的田野筆記與訪談紀錄進行資料的蒐集之外，亦
會蒐集並翻閱學生的課本、考試卷等，藉以與觀課現場筆記、訪談記錄和問卷分
析比對，協助研究者理解也釐清學生的想法與觀點。當中若發現有相互矛盾之處，
研究者會進一步詢問與探究。

四、問卷
問卷於三階段訪談前實施，主要是能幫助研究者在訪談前能先大致了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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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英語情境課的初步看法，除了囿於小學生年紀尚幼，可作為多樣資料蒐集的
一項來源之外，其有利於訪談後的交叉比對，以便得知符合與不符合的地方，繼
而加以詢問及澄清。問卷題目係依據情境學習理論、國內英語村相關研究、教室
觀察所獲得資訊、彩虹國小情境中心所提供的課程的中心願景及設置目標以及參
酌陳以叡（2011）的英語學習經驗問卷設計而成。問卷內容包含對英語情境課的
教學活動、教材內容、評量方式、情境設施、英語學習與進步狀況等面向。

貳、資料管理與分析
質性研究中所獲得的原始資料往往繁雜且多元，一套系統性且合乎邏輯的資
料管理系統，有助於將資料加以分門別類地儲存和整理，亦方便日後的提取（潘
淑滿，2003）；而資料的分析則是有系統地搜尋和組織所蒐集到的訪談逐字稿、
觀察札記及其他資料（吳芝儀譯，2001），經過反覆咀嚼與思考後，將散亂漫天
的描述性資料轉為意義和發現的呈現。以下將針對本研究各項資料蒐集的途徑進
行資料編號管理及分析方式的說明。

一、資料整理與編號管理
（一）觀察日誌的紀錄編號
研究者於每週課堂參與觀察時如實地紀錄學生的學習狀況、對教師教學活動
的態度與反應、發言和參與情形、師生及同儕之間的互動等。由於教學現場的瞬
息萬變，當下的紀錄是散漫無章的文字和符號，因此會於觀課結束後當日進行回
顧和完成整全的記錄，而反思是研究者在整個研究歷程中，採取的一種嚴格的自
我探究（王文科、王智弘，2013），因此同時會註記個人的感想與反思，將課堂
觀察的覺察、心境、感受、疑慮等予以書寫下來，藉以調整觀察方式或澄清問題，
並在長期與研究場域的人、事、物接觸後，重新建構自己的思想，修正原先想法；
最後將資料建檔。資料以「日期」
、
「觀察記錄」
、
「主題」的命名方式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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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研究者於 2015 年 12 月 24 日的觀課日誌，則為「20151224，觀，MRT」。

（二）訪談資料的轉錄編號
研究者於每次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檔轉譯為逐字稿，並註明受訪者資料、訪談
時間、地點。訪談謄錄格式由左至右分成：第一欄為資料編號欄位，以利後續編
碼分析之用；第二欄為訪談內容；第三欄則為研究者的疑惑、反省或詮釋、評註。
在轉謄過程中，試圖找出當次訪談中遺漏或不清楚，需要加以詢問、釐清或修改
問法及方向的部分，並於下次訪談時提出，以修補前一次的不足之處。資料以「日
期」、「階段」、「性別」、「型態」、「組別」的命名方式進行管理，列舉如表 3-2：
資料編號

階段 性別 型態

組別

意義說明

20160421 訪－1BG－1

一階 男

團體 第 1 組

男生第一階段，第 1 組
4 人團體訪談，程度混
合

20160428 訪－1GG－2

一階 女

團體 第 2 組

女生第一階段，第 2 組
4 人團體訪談，程度混
合

20160527 訪－2BI－2

二階 男

兩人 第 2 組

男生第二階段，第 2 組
2 人訪談，同質性高

20160616 訪－2GI－1

二階 女

兩人 第 1 組

女生第二階段，第 1 組
2 人訪談，同質性高

20161220 訪－3MI－2

三階 混合 兩人 第 2 組

混合第三階段，第 2 組
2 人訪談

表 3-2 訪談謄路編號方式之意義說明

（三）文件資料的處理編號
本研究主要蒐集的文件資料有英語情境課本（包含習題）、考卷及問卷。學
生文件資料檔案命名方式為「資料類別－上/主題－學生化名」，例如 Charlie 上
學期的課本，為「課本－上－Charlie；Joanne 在主題速食中的考試卷，為「筆試
－Fast Food－Joanne」
。問卷的編號方式則為「問卷－學生化名」
，如 Jeremy 所填
74

答的問卷，為「問卷－Jeremy」
。

二、資料分析與撰寫
質性研究之資料分析過程，是一種概念化的過程。在龐大的資料中發現主題
或發展概念，並運用對照、歸納、比較等方式，將這些概念逐步發展成主軸概念，
並經由資料化約、展現與結論三個要素組合而成一分析歷程（潘淑滿，2003）。
本研究採用「主題分析法」，其為質性研究分析的分法之一，目的在於發現
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以及發掘主題命名中語詞背後的想像空間與意義本質之過
程，而它更是對訪談資料或文本所進行系統性處理的一種方法，有別於一般內容
分析或分析編碼方式，不事先預設或抽象概念的資料分類方法，而是強調「發現
取向」的開放編碼，試圖從一片零散瑣碎的汪洋素材中逐漸抽絲剝繭，歸納與研
究問題有關的意義內涵，以主題的方式呈現，以幫助解釋文本背後所蘊藏的深層
含意（高淑清，2008）。
在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循著「整體－部分－整體」的方式來回穿梭於文本
的檢視與理解詮釋間，以及以「意義單元」作為分析基本單位，意義的產出不在
於提煉抽象化的概念，而是在「看見」意義與彰顯和領會重點經驗的前提下，進
行「子題、次主題與主題」的逐層分析與歸納（高淑清，2008）
。首先秉持開放、
無預設立場的態度，擱置個人原先對場域現象的經驗解釋及相關先備知識背景，
持續且反覆地閱讀在研究場域中所收集到的觀察札記、訪談謄錄、學生文件資料
等，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為主體性的經驗理解，記下初步的理解、感想與省思，
再從資料中，無論是一句話、一個段落等，所浮現的關鍵字、重要事件、感受意
念直觀地加以標記與註解，並給予最初的開放性編碼。而後檢視初步暫時被歸類
的短句段落譯碼，適當地對意義單元加以命名；並藉由再次觀看文本可能產生的
新理解中，得到新的意義單元或者是將意義單元進行命名的修改、合併等形成不
同的次主題；最後將更為具焦的重要含意經驗匯集成為共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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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除了「子題、次主題、主題」三階層主題組型中的各次主題間須具相
互關聯性，有一致性與和諧的展現之外，高淑清（2008）指出主題的命名需以研
究對象所處時空背景脈絡與其所表達的話語直接命題，貼切描繪並忠實呈現其真
實主體經驗。而在進行意義單元、子題、次主題、主題的形成當中，研究者不斷
地在觀察札記、訪談謄稿及相關文件中進行理解與詮釋。若當中有相互矛盾或不
清楚之處，則再更進一步蒐集更多資料；最後與課程活動作連結，回應研究目的
與問題，撰寫研究發現與討論。

第四節 研究信實度
質性研究中的信實度是核心議題，資料的蒐集須具有可依賴及穩定性，而對
資料的縝密詮釋與分析亦須與參與者有相同意義與程度的理解，同時也攸關研究
者的洞察、嚴謹、信譽等，從而決定了研究的品質。Lincoln 與 Guba（1985）提
出四項品質指標來達成研究信實度，分別為可信性、可遷移性、可靠性、可驗證
性 （引自紐文英，2012）
。本研究遵循上述的檢驗方向，即以長期投入、持續觀
察，使所獲得的資訊貼近深入且真實的程度，並採取立意取樣，對研究的情境脈
絡作深厚描述，同時紀錄並說明歷程中所採取的設計、方法等，合理地呈現事實
資料並予以佐證。除此之外，亦透過三角檢證與參與者檢核的方式，以維持研究
信實度，以下分別敘述之：

壹、使用三角檢證
本研究運用三角檢證法，依 Patton 對三角檢證分類中的方法、資料來源及多
元分析者所進行的三項測定（吳芝儀、李奉儒，1995），檢驗並使此研究更臻於
具有高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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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種「資料蒐集方法」
在資料蒐集上，除了以教室觀察之外，亦運用三階段的訪談蒐集學生對於課
程的觀點和課堂學習的看法，並在訪談之前輔以問卷調查的實施，調和質與量的
資料，盡力捕捉學生的學習經驗。

二、多種「資料來源」
此指在不同的時間藉由不同的方法取得資料，來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
首先將所蒐集到的文件資料如觀察札記、訪談謄搞、學生的課本、考試卷等，
進行資料的相互對照與印證，確保訪談內容的可靠性及相關資料是否相契合。
本研究雖是以學生為主要視角出發，但除了資料上的比對，也會藉由和三位授
課教師討論當週的課程進度及學生的上課狀況，以獲得由不同教師看待學生學
習的觀點與想法，進行交叉參照，使研究結果更具可信度。

三、多位「分析者」
研究發現係藉由多個分析者重新審視後的結果，因此研究者邀請系上碩班同
學兩名，對研究者所蒐集到的資料與初步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提供意見與指正。

貳、運用參與者檢核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為了避免研究者持個人主觀意識而對資料過度詮釋，
造成偏誤，因此將蒐集到的資料所做的分析和解釋交予參與者進行檢視。因研究
對象為國小學生，因此研究者將觀察及訪談轉謄為紙本後，利用與研究對象聊天，
以口頭的方式確認他們當初所表達之意，若有出入，則會再次詢問以及了解前後
造成差異性的原因為何，研究者會自行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以及研究對象所提供
資訊的真實度，視情況予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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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
研究是一長時間在研究場域與校方相關人員有密切來往、接觸的過程，尤其
過程中的資料蒐集會涉及教師和學生的權利與隱私，因此研究者必須嚴謹遵守研
究倫理與道德的規範，以下分述幾點應恪守原則：

壹、取得研究場域與對象的同意
本研究場域為一所公立小學，徵求並獲得該校校長、英語情境中心的承辦組
長和授課教師、個案班級的班導師及學生家長的同意後始得進行研究。在校方人
員和教師的部分，研究者親自拜訪取得認可；而在學生家長的部分，由於研究對
象為小學生，年紀幼小，因此發放家長同意書告知，同時也讓家長了解本研究的
目的和實施方式。

貳、確保個人相關資料的隱私
在資料蒐集過程中的觀察拍攝和訪談錄音等，研究者堅守保密原則，僅供學
術之用，絕不透漏或轉至他用。在資料分析和報告撰寫時，研究者謹守匿名原則，
將學校、教師、研究對象皆以化名代稱；若有呈現翻拍學生文件資料之需要，則
會予以馬賽克模糊，以確實保護研究對象。

參、保持誠信客觀的分析原則
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以開放的心態面對，也與研究對象建立亦師亦友的
情誼，但在無論是觀察或訪談，針對研究現場中的事件時，皆採中立的態度及立
場，給予同理心的經驗理解。在離開場域，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時，研究者會對
研究對象持以尊重、負責，維持研究對象所欲表達的原意及資料的原始樣貌，以
客觀身分來分析和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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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為三節來說明「晴天班」學生在英語情境課的學習歷程中之感受、經
驗及想法。因此，第一節探討學生對英語情境課程的觀點；第二節主要著重於探
討學生在英語情境課中的學習經驗；第三節則是探討影響學生英語情境課程中學
習經驗的相關因素。

第一節 小學生對英語情境課程的觀點
要全盤掌握學生在英語情境課的學習經驗，了解英語情情境課對他們的意義
是首先需要探討的。本節以一種綜覽的視野來暸解學生所認知的英語情境課，究
竟他們是如何看待和詮釋這門課？再來，則是進一步探索目的和價值層面，為什
麼需要上英語情境課？上了有什麼用處？藉此來了解學生認為上英語情境課的
背後動機，以及這個課程帶給他們的重要收穫。

壹、學生所認知的英語情境課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的設置是為了生活化學生的英語學習，提供真實溝通
的語用環境，其願景不外乎是期望透過模擬情境，讓學生有更多使用英文的機會，
以及透過外師教學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同時，讓學生能體認到英語不
單只是背誦的科目，而是能透過親身的實際運用與體驗以達成任務，並能學習遷
移至未來。
但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感知、體會、感受到而逐漸形塑而成的學習經驗，
會產生出其對經驗課程獨一無二的詮釋架構，而這是否會像前述願景般那樣理想，
抑或則是會如同 Brophy（1982）所提，學生所學得的跟原先意圖課程欲傳授的，
經過一連串的轉化下，已相差甚遠。因此，本研究透過數次的團體訪談，進行資
料的分析與歸納，描繪出學生對英語情境課的整體樣貌，以回答第一項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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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重要的課 — 可以「提早學到英文課和補習班沒教的」英文
晴天班多數學生在訪談中表示喜歡英語情境課，並且認為這門課很重要，原
因是可以在課堂中提早學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額外英文知識，接觸並嘗試從沒有
玩過的新奇外國遊戲，進而給予肯定。學生認為透過英語情境課，可以學到更多
有關英文的事物。而學生口中所謂可以更早學到「其他不知道的事物」，則囊括
了之前沒學過的單字、句子、4 square 遊戲等，且藉由英情課（英語情境課簡稱）
，
他們可以習得在一般學校英文課和補習班沒有教過的知識，增加對英文的認識。
研: 為什麼重要?
Charlie: 因為學到一些不太清楚的事物，還可以跟外師學習。
研: 那像是什麼?
Jeremy: 像是 4 square。
Roger: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覺得英文很重要啊，然後在這邊多學一些英文，這比較
重要。
Jeremy: 還 OK 就是有一些不懂的，我沒學過的遊戲，可以去那個學學看。
Roger / Kevin: 去嘗試。
Jeremy: 對，去嘗試不同的遊戲，還有老師說的單字。
Charlie: ….還有一些其他不知道的事物。
Kevin: 就是學到…比一般的英語課更早學到一些其他的。
Roger: 我覺得會學到一些額外的單字啊!
研: 額外的單字指的是?
Roger: 不是只要學學校跟那個補習班的，可以學到一些單字。

（20160421 訪－1BG－1）
Henry: 學到一些句子。
Shawn: 應該學到比較特殊的單字。
研: 像是什麼叫做特殊的單字?
Shawn: 就是我之前教到的英文字裡面沒有教到的字。
（20160527 訪－2BI－3）

上述學生提及能夠學到一些額外的、特別的單字，在進一步詢問後得知，如
台灣景點、世界國家名稱及該國盛名的美食、電影的類型等英文單字都是學生認
為在一般學校正規英文課和補習班所沒有接觸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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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早學到一些不一樣的。
研: 對，那你可以講一下什麼是不一樣嗎?
Charlie: 像是我們一般英文課都沒在教這個，外國的國家的語言…的那個啊!
研: 國家的什麼?
Charlie: 國家的名稱…的英文怎麼講，像英情就有….
研: 哦～可以學到不同國家，還有沒有別的?
Charlie: 我們在英文課都沒上過電影怎麼講。
Kevin: 都只有講 movie 而已。
Charlie: 還有那個，景點那個都沒有教，在英文課都沒有教。
研: 景點～中正紀念堂還是什麼的那些?
Charlie: 對啊，都沒有教啊，但在英情卻有教，結果補習班也沒教。

（20160519 訪－2BI－1）
Danny: 英文課、佳音都沒有教過，這個就可以學得更多。
研: 那更多像是什麼東西?
Danny: 比如說電影的類型。
Shawn: 對啊，有一些是真的沒學到。
Danny: 除了地名跟 hotel 之外，其他好像都沒有學到。
（20160604 訪－2BI－4）

在訪談對話中，研究者發現他們會將英語情境課與學校英文課和自身補習所
學到的英文做比較，儘管這些學生的程度及其補習狀況皆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
通點就是，這門課似乎能充實他們在其他地方學不到的部分，學習到更多以前不
曾熟識的特殊英文單字，或是文化層面的外國遊戲等，都可增加自身對英文的認
識，因而肯定英情課的重要性。

二、 是有趣、好玩的課 — 充滿「遊戲活動」
、能「感覺到實際情境」並透過「親
身體驗」來學習
另一部分讓晴天班學生喜歡英語情境課的緣由，是因為這門課的活動很多，
並且能夠透過這些活動來學英文。當問及課堂中令他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學生
紛紛充滿興致地提到各類遊戲或活動，諸如速食餐廳點餐、拍球、看影片或電影、
買機票等，其中尤以動態的 4 square受到學生高度的喜愛，課程活動的影響力可



註: 始自歐洲開始流傳並擴展至其他國家的一種球類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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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般。就如 Mara 道出了所有晴天班學生的心聲：「很有趣啊!....就是可以學到知
識，也可以玩到遊戲，這樣上課就不會壓力太大，整堂課都逼得緊緊的，只能用英文溝
通，然後呢什麼遊戲都沒有，就沒有放鬆的空間。」（20160616 訪－2GI－5）
。這些

趣味的課堂活動使得學生認為英語情境課有別於普通英文課，不用一味坐在椅子
上呆板地唸單字、課文，而是能透過體驗各種活動如角色扮演、玩外國球類遊戲
等輕鬆的方式，讓英文學起來比較有趣。
Roger: 我會比較喜歡英語情境課。
Jeremy: 對，英語情境課比較可以用到一些….
Roger: 比較有趣。
研: 用到一些什麼?
Jeremy: 用到一些遊戲啊! 可以動來動去啊!
研: 那英文課沒有遊戲可以動來動去嗎?
Jeremy: 很少，很少，很少。
Roger: 他只有在唸單字。
Jeremy: 對，然後叫我們猜單字。
Roger: 唸單字、考試。
（20160520 訪－2BI－2）
Shawn: 偶爾可以玩遊戲呀，偶爾玩遊戲比較有趣啊!
Henry: 又可以學到單字!
Shawn: 還可以看影片! （20160527 訪－2BI－3）
Mara: 而且英情也比較好玩啊!
Lily: 英情真的很好玩餒!
研: 哪裡好玩?
Mara: 就是不像普通英文課。
Ellen: 可以學到 restaurant and 飛機，還有這學期還有運動….
Mara: 就是有一些趣味的活動，所以我還覺得不錯。
（20160428 訪－1GG－2）

再來，由於每個主題本身會有相對應的上課教室和課程活動，假如教飛機主
題，就會在機艙教室上課，進行空服員和旅客的對話練習；上速食主題，就會在
速食餐廳教室裡上課；上 PE（體育）主題，就會在廣場玩 4 square 遊戲；旅行社
主題，則會讓學生試著自己在櫃檯買機票、訂飯店等，而這樣帶有真實情境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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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能觸摸實體物品的學習方式讓學生覺得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再加上是由
外師全程英語授課，所有的遊戲和活動皆是以英文進行，有學生表示在這樣的氛
圍下，雖然不一定都聽得懂，但能有置身在國外跟外國人交談，以及在遊戲時體
驗外國人在玩球時的感受。
Ellen: 我比較喜歡情境課的那種 fu，就是可能真的上機艙，然後你就真的坐到機艙
上面，然後你就會感覺很好玩（笑）。假如英語情境上到射飛鏢，然後他課後就會
讓你真的玩射飛鏢，然後就會讓你體驗那種園遊會的感覺，感覺很快樂。
Mara: 就是摸到實體的感覺，體驗一下那個感覺。
Ellen: 對！那種感覺! ….比如說像一些機票、錢，還有一些球啊，實體的東西。
Henry: 我覺得這個好有趣喔! （指 4 square 遊戲）
Shawn: 這個遊戲很好玩!
Henry: 因為可以直接體會那個….那個….
Shawn: 感覺。
Henry: 外國人在玩那個….那個感受。
（20160527 訪－2BI－3）
Mara: ….因為那個外國老師是用英文，雖然呢，有些英文我們是聽不懂，但是我覺
得用英文比較有趣，可以假裝自己在跟外國人講話，就感覺很有成就感（開心語氣）
…而且這樣可以學到比較多，中文就已經是我們大家都已經會的，那我學英文課要
幹嘛? 英文課就是要用英文講啊，這樣會顯得比較有趣。
（20160616 訪－2GI－5）

另外，英語情境課不僅能讓學生在上課時有實際情境的感覺，更重要的是還
能讓學生用「體驗」的方式來了解課程內容。學生認為英語情境課的學習方式跟
一般英文課不同：當教到某個主題單字、句型，就會在符合那個主題的情境裡面
進行相呼應的活動，且每個人都能夠透過行動參與其中，例如在速食餐廳或超市
進行店員和顧客點餐或買東西的角色扮演練習、實地跟隊友玩 4 square 拍球遊戲
等。這不僅讓學習變得更加生動、具體，感受更為強烈，也能從中更了解主題的
核心內涵、單字的意思或者是如何對話，因而讓晴天班學生覺得這門課很有趣。
研: 妳們說英情課很好玩，然後覺得不像普通英文課。可以跟老師說哪裡好玩嗎?
Mara: 就是比如說今天上這個單元是關於運動類的單元，然後英情老師，好像幾乎
每個老師上完一個段落之後，會帶我下去玩一些遊戲，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研: 哦～妳說玩 4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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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 不一定是要去樓下，像是去英情課的後面那邊有一些超商可以邊玩的時候邊
了解英文，然後讓我們知道怎麼跟外國人對話，就是買東西的時候。
Ellen: 可以讓你體驗，體驗課程裡面的內容，就是假如要買東西的話，就讓你去
supermarket 裡面，然後買東西，然後讓你結帳，或是讓你體驗當店員的感覺。

（20160616 訪－2GI－5）

而在訪談過程中，能發現多數學生對動態的遊戲感受尤其深刻。他們認為透
過親自下場玩外國球類遊戲（4 square）
，一方面能了解到遊戲的文化層面，學到
遊戲規則，另一方面也從中學習並更了解該課英文單字，甚至覺得那課的單字學
起來特別有趣。由於能在玩樂中學習，那些單字不再是課本上生硬的英文字母或
外師滿口英文的講解，而是能藉由體驗，親身去體會、去理解主題欲傳達給學生
的學習內容，也使得課程更具一絲趣味性。
Henry: 因為英情課有讓我更知道英文，然後英文課就比較….就比較少玩遊戲….甚
至沒有玩遊戲，讓我們….有些都不知道那個….那個單字的意思。
研: 那為什麼覺得有趣?
Shawn: 因為它那個….學習單字的時候還可以順便利用玩樂來更加了解，讓那個單
字變得更有趣。
研: 哇～那像是哪一種玩樂?
Henry: PE。
Shawn: 很多種…那個打球的啊!
研: 你說那個…4 sqaure 嗎?
Shawn: 對啊，或者是傳球那些。主要是有玩，也有學到一些單字，更加了解東西
的話，那不就是更好啊!
研: 那你們到底覺得 4 square 哪裡好玩啊?
Shawn: 就是比較單純的一些學單字啊，可以變得比較….更….可以更加了解啊!
研: 哦～你說學單字加上遊戲可以更加了解?
Shawn: 可以了解，也讓課程變得比較有趣。
（20160527 訪－2BI－3）
研: 所以你們是從遊戲裡面去學東西，是嗎?
Jeremy: 可以啊，4 square 就可以啊，可以學遊戲規則，一大堆。
Kevin: 就是知道一些文化的遊戲，大概是怎麼玩的，規則是如何進行的。

（20160421 訪－1B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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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學生之所以認為這門課是有趣、好玩的，在於課堂中提供不同主
題的動靜態趣味活動、遊戲，並認為能從活動的參與和玩樂中學習，增添了學習
樂趣之餘，也能更加了解單字和句子含意。英語情境課充滿實境氛圍，給予學生
能藉由視覺、聽覺、觸覺、感覺、肢體行動去感受和體驗遊戲、活動、實體的機
會，豐富了學生的學習型式，也豐富其英文知識。此時，學生化身主動的學習者，
在親身玩樂和體驗中逐漸獲得，並摘取豐碩的英文果實。

三、是有用的課 — 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
部分晴天班學生認為上一般英文課是為了應付考試，所學也只能在英文課堂
或是英文考試中用到；反觀英語情境課，其特別的地方在於它可以應用在生活層
面，舉凡搭飛機的時候、在外國買東西等。從小學生的談話中，可以發現他們擁
有「務實的思維」：學英文的目的是要能夠「使用」，亦即「溝通」，為了有一天
能夠在不同的場合運用所學，解決在國內外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問題，正如 Mara
說的：
「….在世界各地都用得到。」
（20160616 訪－2GI－5）
，因而肯定英語情境課
是實用、有用的。
研: 英文課不重要嗎?
Ellen: 對啊，不重要，只是提供考試而已啊。
Mara: 用不到，只會考試。
Ellen: 英文課只是著重在「考試重要」，英文課只是要準備考試，然後英情課是可
以使用在生活方面，所以我覺得英情課比較重要。
研: 它比較活用一點?
Ellen / Mara: 對!
Ellen: ….而且我媽說英語情境英文比我們平常在上那個 Erin（化名）的英文更有用
（指學校一般英文）
，因為情境（課）它是會用在生活裡面的，比如說像是妳坐在

（20160616 訪－2GI－5）

飛機的時候啊等等等。

另外，學生表示英語情境課本裡的對話比較有用，在於英情課的教材內容是
由不同主題的「單字」和「對話」所組成，而課本裡那些不同角色的對話是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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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實會在生活週遭裡發生的；例如，速食餐廳裡的對話像是 Welcome to Lucky
Burger.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chicken burger with fries and a soda.或者在機
艙上的對話像是 May I see your boarding pass? Here you are. It’s 2A. It’s a window
seat on the right.諸如此類，並非像現今英語教科書刻意設計出來，裡面僅是某幾
位固定外國人物的對白。因此，學生認為，透過英情課本裡面的對話內容，他們
能夠了解到日常生活真實的情境以及會需要用到的對話，進而知道如何在某特定
場景與人對談。
Ellen: 重要不是在考試，而是在….它裡面有一些對話。
Mara: 對!
Ellen: 可以讓你真的去了解。
Mara: 萬一某一天你突然出國，然後你就可以用到這邊的情境，就是利用上去，就
不會這樣死死的。
Ellen: 感覺死死的（認同）….然後可是我們學校的這個，它只是跟外國小孩對話，
問題是妳去到那邊不一定會交到朋友啊!
研: 哪裡可以跟外國小孩對話?
Ellen: 就是課本裡面，就是一般課本裡面（指學校一般英文課的課本），所以我覺

（20160616 訪－2GI－5）

得這個比較有用（指英情課）
。

而真實的教材內容，要搭配真實的使用情境和物品，才能將「應用」的精
神體現出來。學生認為在英語情境課裡，他們可以在不同的情境教室內實際與
外師、同儕互動，進行對話練習，同時還能觸摸實體，這樣的學習方式能使人
更體會正在學習的內容。而學生也表示假如以後要出國，就可以知道要怎麼運
用買機票的對話跟櫃台人員買票，或者在餐廳時，就知道要如何點餐、買東西
等。當學生記得當下深刻的情景感受，便能夠將課堂所學的知識學習遷移至未
來，並懂得以溝通來解決問題。
研: 哦～妳說不像英文課教的東西?
Ellen: 對! 就是有個圖片，然後讓你認識之後，也沒怎樣。可是情境課它就是有圖
片，然後又可以讓你認識，又可以讓你體會，就是有實體可以抓的東西。

（20160616 訪－2G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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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 就是英文課，英文課就是一直在唸….英語情境可以，嗯，與外師互動。
Mara: 就是可以，以後遇到外國人的時候啊，就可以大概跟他對話，比如說，他問

（20160428 訪－1GG－2）

路在哪裡，那我們就可以大概回答。
Sandy: 英情課那種互動的遊戲，那種比較好。
研: 哦～喜歡英情課那種互動的遊戲?

Sandy: 就是可以跟他對話。假如說妳以後要出國，就可以用那個機票的對話。

（20160617 訪－2GI－6）
Mara: 就是萬一妳有一天去外國買東西的時候，妳可以就是大概知道要怎麼跟那個
人對話，然後要怎麼跟他買東西。
研: 哦，妳說可以學到怎麼跟別人對話?
Mara: 溝通。
（20160616 訪－2GI－5）

總言之，英語情境課提供了一個能夠讓學生將課程內容加以應用出來的環境，
在這樣的情況下，透過師生或生生彼此互動，實地演練、操弄物品，學生會將題
材與自身認為重要或密切相關的生活事件做深刻的連結，並投射至未來的使用，
同時也加深了對主題對話的了解。當英語能在教室內作為一種溝通工具，而不再
只是鑲嵌在書籍裡的抽象文字或平面圖片，不僅學生能體認到它的生活化與實用
性，也能在現實生活中學以致用。

貳、學生認為上英語情境課的目的與收穫
（一）學生認為上英語情境課的目的
英語情境課在於提供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將「學英文」生活化，並讓學生有
真實溝通的經驗，建置的初衷賦予了學生不一樣的學習型態，其本質依然是「英
文學習」的一種方式與途徑，因此學生會將在英情課上的英文或者是他處學的英
文做連結。而幾乎所有的晴天班學生一致認為學英文是件很重要的事，不僅在生
活周遭、工作或出國時都需要用到，大部分的原因更是為了能與外國人對話。在
英情課當中學習英文的意義，對學生而言，在於因應未來生活之所需，同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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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將來做準備；此外，吸引人的硬體設備和活動也是激起學生想學英文的動力。
下列以兩點分別敘述：

1. 在課堂上能多跟外國人對話，以後工作、出國讀書等都會用到
晴天班學生認為學英文，具備英文能力，也就能與人溝通。無論是以後工作、
買賣東西、外國遊客問路、出國旅遊、美國留遊學等，英文都是需要用到、不可
或缺的一環，並且，學英語是在未雨綢繆，趁早開始學習，對日後有益處。
Roger: 以後工作要用到。
Jeremy: 可以跟外國人講話。….對啊，這樣學起來放，以後工作也有可能會用到…
全部都會用到，跟店員講話也會用到。
（20160421 訪－1BG－1）
Charlie: 在我們台灣爬山的時候，會遇到外國客，他們都講英文的，如果他們不
知道路，可以用英文跟他們講。
Jeremy: 如果我們出去，我們去外國旅遊，每天都得講英文啊，跟那個….
Kevin: ….如果你到其他國，你不知道那個語言的話，你就可以用英文溝通。

（20160421 訪－1BG－1）
Shawn: 出去玩的時候用的到。
Henry: 去國外的時候用的到。
Danny: 以後我要出國…以後要去美國遊學…讀英文。
Jordan: 以後去美國的話，才能出國留學。
（20160505 訪－1BG－4）
Mara: …因為比如說你在台灣…你去別的地方幾乎都會用到英文啊!
Ellen: 而且用英文，哪裡都可以用到，像是我上次去日本，然後我全部都是用英文
跟日本人溝通，因為他講日文你不一定聽得懂，但是你還是要問東西啊，你總不可
能說 google, google 上面查，但萬一找不到怎麼辦，就不用吃了。

（20160428 訪－1GG－2）
學生的話語中，透露著他們認為英文的使用不只侷限於國外，而是在生活各
個層面都有可能用到，包含去世界各地旅遊、未來工作、碰到來台旅遊的外國遊
客問路等，英文都是必備的交談媒介，能夠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也有
學生認為把英文學好，之後才能去國外求學，如 Jordan 說：「因為國外的人都會講
英文。」和 Danny 說：
「…英文是全球共通，很少人不會講。」
（20161223 訪－3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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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及 Ellen 說：「就是每個國家都可以說英文啊，雖然有些聽不懂。不過至少英文在
那個地方可以吃、喝、住。」
（20161227 訪－3MI－5）因為英文是全球通用的語言，

若懂得如何運用這個語言與人溝通，就能無往不利地應付在國外留學生活一切基
本的食、衣、住、行。
以上可看出，學生相當認同英文的重要性，對他們來說，英文具有能與人溝
通的實用性質，因此也能發現到他們所說的都跟「英語作為溝通的工具」這項定
義有著緊密的關係。而晴天班學生擁有「溝通很重要」的思維，成了上英語情境
課的首要目的：

研: 你們覺得為什麼需要上英語情境課?
Lily: 加強英文。
（20160428 訪－1GG－2）
Maggie: 讓自己英文能力增加，可以跟外國人溝通。
（20160429 訪－1GG－3）
Danny: 因為我那個…這樣子…以後會有幫助。
研: 你說以後怎麼樣?
Danny: 以後那個出去讀書…
Jordan: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讓我們多跟外國人對話。
（20160505 訪－1BG－4）
Roger: 因為以後工作，每個都會用到。
Jeremy: 對啊!
Roger: 就不同的職業都會用到。
（20160520 訪－2BI－2）
Henry: 怎麼樣和外國人溝通，和外國人對話。
（20160527 訪－2BI－3）

晴天班學生認為上英語情境課能有增加英文能力的學習效益，再加上課堂中
多了能和外師練習講英文的機會，這項優勢可以為他們加強口說能力，而從上面
訪談內容也能看出學生對於英文能作為「溝通」媒介的肯定。而上英情課正能充
實自己的英文能力，並且透過外師授課，可以從中學到如何跟外國人對話。英情
課同樣是在學習英文，若能讓英文程度提升，懂得如何與外國人溝通、交流，對
未來在不同行業的工作、赴國外留遊學或者旅遊等都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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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以在實際的情境中角色扮演和練習英語
除了上英情課是為了增加英文能力，以及可以學到怎麼和外國人溝通之外，
也有少數幾位學生表示是因為英語情境課提供了特殊的情境教室和相關設備，讓
他們覺得很有趣，就如 Mara 說：「我覺得好玩…因為我覺得看到學校的設施就看起
來很好玩…」
，並能在這模擬的情境中透過課堂活動將英文實際應用出來，成為學

生上英情課的另一個原因：
Ellen: 因為有一次，我有一次有看到那個，就是一開始時候的照片，然後就是看到
有一個人伴空姐，然後呢就在飛機上飛，然後我那時候最大的目標就是想要變成空
姐，然後來服務大家。
研: 所以上英語情境課是為了要當空姐嗎?
Ellen: 嗯! 或是做一些東西之類的…像是做那個店員，或是做空姐。
研: 哦～妳說妳想要在裡面角色扮演?
Ellen: 嗯嗯嗯!（20160428 訪－1GG－2）

學生提到之所以想要上英情課是因為可以體驗當空姐或店員、動手 DIY 等，
而「角色扮演」正是英語情境中心的教學模式之一，讓學生在面對不同情境時能
以英語來解決問題、完成任務，這種學習方式不同於他處，在英情課裡學習英文
多了一個能在實際情景中練習講英文、將之應用出來的機會。研究者認為，學生
的話語看似童言童語、天真爛漫，但也反映出他們最真實的一面。起初英語情境
中心的設立，其宗旨也是秉著藉由模擬情境、活動、外師教學等，希望能增進學
生語言學習上的興趣和信心，而特別的硬體設施建置和教學模式，確實對小學生
有著吸引力，並且讓他們認為參與此課程，能從實際的情境中學到如何應用英文。

綜上所述，學生置英文於必要與重要的地位。當他們將英文和生活做連結時，
英文是具有應用性質、並能搭起與世界接軌的溝通橋樑；而透過上英語情境課能
學到更多，增加自己的英文能力，也能多和外師對話，有助於未來在工作、出國
唸書等方面能和外國人用英文溝通。另外，藉由英語情境課程伴隨而來的情境設
施和課堂活動之特別體驗，則能在真實情景中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來練習說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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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認為上英語情境課的收穫
打造模擬真實的英語學習情境，是為了增加學生能有英語語用溝通的機會與
動機；並期望透過外籍師資，提升學童學習英語的興趣、自信以及語言能力之餘，
也能夠體驗到英語的相關文化，開闊其國際視野與世界接軌，這為彩虹國小英情
中心設立的願景和目的。
晴天班學生接觸英語情境課程至少也有一年以上的時間，而他們在這四年級
的課程當中到底有何收穫和轉變，是個很值得探究的學習面向。研究者以設置願
景和目的作為主要須了解的架構，透過問卷和訪談兩種方式，讓學生以文字和話
語的陳述，進行自我檢視與揭露，發現晴天班學生的自我評量大致有達到英語情
境中心建置目的所預期之學習效用，以下分為三點敘述：

1. 學到更多日常生活單字及用語，並懂得應用
2/3 的晴天班學生認為經過了這一年英情課的洗禮，他們的英文程度比以前
進步，學到更多之前沒學過、不懂的單字，而習得的單字則散佈在各個不同的主
題當中，包含了捷運、旅行社、電影的主題等，有助於知道外國人在當地是如何
運用這些單字在他們的生活上。同時學生也認為他們學到的是比較常用的英文單
字和生活用語，在自己生活周遭當中或者是以後都會用得到（如圖 4-1-1）。
Charlie: 學到更多不懂的語言吧!....不懂的文字。
（20160519 訪－2BI－1）
Jeremy: 有～學到 MRT 啊，學到關於列車的東西。
Roger: 不是只有 MRT，是全部!....一大堆單字。
Jeremy: 可以學到 nightmarket 之類的。
（20160520 訪－2BI－2）
Danny: 知道外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吃的收穫，還有 big ban….animated movie、

（20160604 訪－2BI－4）

concession stand 啊!

Ellen: 有吧，多少有一點!....學到外國人怎麼生活，就是平常會用到的東西，外國人

（20160616 訪－2GI－5）

平常會用到的一些單字。
Maggie: 有，學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單字!
Sandy: 然後以後可能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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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哦～就是學到比較日常生活會用到的單字?
Maggie: 嗯!
Sandy: 對!（20160617 訪－2GI－6）

除了單字，日常生活用語，如怎麼訂機票、飯店、旅遊諮詢等對話，也是讓
學生認為有所學習的另一大收穫。

Roger: Dialogue。
Jeremy: 學到一些對話，what do you…..那個什麼…..我們要去哪裡玩之類的。

（20160520 訪－2BI－2）
Sandy: 我學到…我學到很多東西…學到怎麼跟人家對話，例如你跟人家訂機票….
搞不好你下次去外國，就可以訂那個機票。
（20160429 訪－1GG－3）
Charlie: 可以學到一些外國要怎麼買票，在講的那種話。
（20160628 訪－2BI－8）

圖 4-1-1 學生自我評量

資料來源：晴天班學生問卷。

然而，學習也不只在單字或對話上的習得，而是要能夠學以致用，將課堂所
學到的英文知識套用至未來類似或相同的情境上。鄭晉昌（1993）也指出學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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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知識的吸收」與「知識的應用」兩個認知歷程所組成，習得之餘應更進一步
透過實際操作與體驗，所學才是真實的。而晴天班學生經由不同主題在情境教室
內真實活動的體驗和對話，能懂得將之運用在需要和外國人溝通的不同場合中：
Henry: 有，像那個萬里長城，以後到了萬里長城，如果那個管理員剛好是外國人，
就是導遊如果是外國人，然後你想要去萬里長城那裡，可是那個導遊是外國人，就
可以用英文跟他講。
Shawn: 是有，有一些（單字）配合其他的句子就用得到。

（20160527 訪－2BI－3）
Danny: 對啊，比如說去美國要坐飛機，服務生是講英文的，我們就可以用英文講!
Jordan: 嗯...有一點。在台灣要是有美式餐廳，然後那個老闆是美國人，就可以用到!
Danny: 在我們店裡對話，因為我們店裡有時候會有一些老外。

（20160604 訪－2BI－4）
Maggie: 就是機票那個，出國就可以跟….
Sandy: 比如說出國遇到那種外國人….
Maggie: 就可以跟他對話。
Sandy: …搞不好你以後去美國玩，然後要去吃什麼東西的時候，就可以這樣跟他講。

（20160617 訪－2GI－6）

在真實純正活動的情境學習中，學習者可以從學習活動的情境中了解知識之
間的關聯，並且可以在應用中預先了解知識的使用時機，體會知識在問題解決時
能帶來的功用，最後學習遷移至新的情境（鄭晉昌，1993）。正如晴天班學生的
學習成果，他們從每一次的主題情境教室中，運用課本裡教的對話實際與同學交
談，了解到當時所學的知識要用在何處，以解決生活需求，因而他們最後認為假
若未來去旅遊遇到外國導遊、搭飛機遇到外國空服員、去國外買機票，即使在台
灣的美式餐廳或者自家經營的店都能運用上英情課所學的單字和用語。可見，學
生了解情境和知識之間的關係，懂得類推舊經驗和活用知識，學習遷移到無論國
外或國內的新問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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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勇於開口與外師講英文
語言最主要的功能在於能與人溝通，而彩虹國小英情中心配置外籍師資即是
為了讓學生能有多跟外師講英文的機會，並在外師的全程英語教學下，提升語言
能力和自信心。雖然有將近七成的學生在訪談當中表示，還是不太敢跟不認識或
問路的外國人交談，但他們在課堂上的表現卻有著與以往不一樣的改變：
Charlie: 可以大膽地勇敢地去說!...像之前我都不懂…..結果我現在會了….可是我
以前卻還是不敢講，現在卻會講。….我現在比以前大膽!
研: 為什麼有這樣的改變?
Charlie: 看別人如果有勇敢地講的話，那我也應該勇敢地去講。

（20160519 訪－2BI－1）
Shawn: ….英情課也是有強一點點，也是有增強。
研: 那像是哪些地方你自己有進步?
Shawn: 覺得就是比較更敢說英文，比較敢舉手。
Henry: 跟外國老師對話。
Shawn: 對啊，以前都不敢!（20160527 訪－2BI－3）
Ellen: ….看別人正在講，自己應該也會講，至少跟著講。
（20160616 訪－2GI－5）
Danny: 有啊，比較敢說了。我們佳音也有一些外國老師。假如是上課的話，我就
很敢說；假如說不是上課，在外面，然後有其他人看著，我就超級不敢說!

（20160604 訪－2BI－4）
與外師長時間下來的接觸與磨練，晴天班學生認為他們變得比以前還要勇敢，
敢於上課舉手回答問題，跟外師說英文不再是一件令人害怕和退卻的事了。而根
據問卷填答的結果也顯示，15 位學生當中就有 13 位認為自己變得比較敢說英文，
或是更敢說英文。同儕所帶來的力量或許表面上看不出來，但卻隱而未顯地給予
學生願意在課堂中講英文的勇氣，從觀摩同學的表現、傾聽同學的回答示範到模
仿等，有了「既然別人可以，自己也可以」的正向心態，進而嘗試開口講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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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對不同層面外國文化的認識
對英美文化脈絡的認識是學英文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對一個國家的了解也有
助於該語言的習得。透過多元主題課程帶領學生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開啟他們
對國際有更寬廣的視野，這亦是彩虹國小英情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
研: 你們覺得有認識到什麼外國文化嗎?
Charlie: 像我們台灣就沒有 4 square 這個遊戲。
研: 嗯～外國的遊戲～還有沒有?
Charlie: 還有自由女神像。
（20160519 訪－2BI－1）
Henry: 就是美國的美食!
Shawn: 美國的自由女神!（20160527 訪－2BI－3）
Danny: 外國吃什麼。
Jordan: 像我們現在就在教異國美食。
Danny: 比如說這個 fish and chips。
Jordan: Fish and chips。
Danny: 還有 hamburger 的，還有義大利的 pizza, 還有 fries…
（20160604 訪－2BI－4）
Ellen: 有吧，多少有一點!....應該是那個遺跡。
Mara: 飲食吧!
Ellen: 食物就是速食那個!（20160616 訪－2GI－5）
Sandy: 有啊，就那個什麼大笨鐘，還有英國的東西!
Maggie: 還有什麼食物的!

Sandy: 外國的電影。（20160617 訪－2GI－6）
Joanne: 學到美國有什麼東西，英國有什麼東西!（20160623 訪－2GI－7）
晴天班學生認為他們在英情課當中認識了不少外國文化，分佈在 PE
（體育）
、
Movie Theater（電影院）、Fast food（速食）與 Travel Agency（旅行社）的主題
裡，像是體驗台灣沒有的 4 square 了解到外國小孩在玩的遊戲，最為數多人提及
的是在 Travel Agency 主題中學到如英國、美國、埃及等國家的著名地標和異國
美食，以及 Fast food 主題中的美國速食餐點。簡言之，學生所體驗和認識到的
是「娛樂」、
「地標古蹟」和「飲食」層面的外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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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經過了一學年的英語情境學習歷程，大部分晴天班學生在英文知
識上有所提升，學到更多實用單字和生活用語，也懂得如何應用，同時對不同層
面的外國文化也有基本的體認，增加對不同國家的認識；而在口說方面，則無形
中增強了自己在課堂上講英文的勇氣和自信心，更勇於開口跟外師講話、互動。
對這群學生的英語學習而言，是有所收穫和往前躍進的，而班上至少七成的學生
也因為英情課而更喜歡英文，可見學生的學習成果與課程核心目的大抵是有相互
符合的，英語情境課確實能帶來在認知、技能、情意上的正向力量，尤其對前兩
者，更有著一定的影響力。

第二節 小學生英語情境課學習經驗
身為學習的主體，晴天班學生在面對一年英語情境課的洗禮後，勢必會根據
主觀所感受、經驗到的並經由思考、推論，對英語情境課進行個殊性的詮釋，賦
予其內在價值。Schwab（1973）指出學習者、學科教材、教師、環境是相互支持、
調和的課程四大共同要素，各個環節都影響著彼此的教與學，而經過一連串在課
堂中一切人、事、物的磋商之後，逐漸形塑出特別的經驗意義。因此，這也意味
著，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歷程與結果更需要受到重視。
本研究透過為期一學年的參與觀察和三階段的分組訪談，站在學生角度並同
理心地試圖理解他們的自我陳述後，揭開學生眼中英語情境課的面紗，學生在這
當中經驗到了什麼? 體會到了什麼? 一一呈現他們對於教學活動、教材內容、評
量方式、情境設施全面性的學習觀點和經驗。另外，也由於前述已提及英語情境
課的核心理念及運作是情境學習之學習觀的體現，因此在本節會根據訪談內容與
實際狀況，適時參照情境學習之理論內涵、運用等一同做討論，藉以回答第二項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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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對教學活動的經驗
一、學生對外師全英語授課經驗分歧
（一）學生認為跟外師互動有助於學習到溝通、腔調和發音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配置了三位外籍教師，分別為 Mr. J、Mr. M 與 Mr. C
（化名），負責不同的主題單元，每位外師的個人特質與教學風格各有其特色，
唯一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皆用全英文上課。四年級的晴天班學生在上、下學期共有
六個主題是由外師來教授，而每學期平均接觸到每位外師教一個主題的時間至少
會有三～四週的時間，且每週為兩堂課。因此，對於長時間全英文的上課模式，
學生早已習以為常，不過反應卻是兩極，部分學生很喜歡，如 Jeremy 說「還不
錯!」
、Roger 說「超級好!」
（20160421 訪－1BG－1）等，認為外師全程講英文可

以增加與外國人溝通的能力，對日後在國外或者在各個工作行業中也有助益。
研: 你們為什麼喜歡全英文上課?
Roger: 因為可以學到外師…外國…怎麼跟外國人溝通。
（20160421 訪－1BG－1）
Jeremy: 可以出去的時候比較方便啊，我們學到….任何職業都需要用到英文啊，像
我出去那個啊….以後要出去不是要用那個什麼嗎….那個什麼兼差嗎….那就需要
用到英文。
研: 出差嗎?
Jeremy: 對，出差。
（20160520 訪－2BI－2）
Jordan: 嗯…在國外的時候可以用到。
（20160505 訪－1BG－4）

無論是在解釋單字字義或者講解外國遊戲規則的時候，外師都以英文呈現，
學生認為這樣上起課來彷彿置身國外並有自己身為外國人的感覺與氛圍。而不同
受訪組別的小朋友紛紛表示可以學到比較多，如 Danny 說「可以讓我們學到比較
多英文。」
（20160505 訪－1BG－4）與 Mara 說「….而且這樣可以學到比較多。中
文就已經是我們大家都已經會的，那我學英文課要幹嘛? 英文課就是要用英文講啊，這
樣會顯得比較有趣!」
（20160616 訪－2GI－5）
，兩者的訪談內容也巧妙地彼此相呼

應，顯然他們認為在全英文的學習環境中，無論是用英文上課還是玩遊戲，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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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關英文的學習機會。另外，也因認為可以從中學到如何跟外國人溝通、更
多單字、標準的腔調和發音等，喜愛全英語授課的學生也常會在課堂上與外師較
有頻繁地講英文互動來往，甚至有疑慮或不懂的地方，就會直接以英文口頭詢問。
研: 那你們喜歡在上課的時候跟老師互動講英文嗎?
Jeremy: 不錯! 外國語調，不錯，很好，非常好! .....老師講英文，我們聽規則，感覺
有像外國人的 fu，像整班都是外國人，聽外國的英文。
Roger: 會學到一些他們那個國家的民俗。
研: 什麼時候可以學到外國的民俗?
Roger: 就是老師有時候講話啊….的腔調，要不就是他的習慣什麼的。
Jeremy: 我可以學到外國腔調，像是不同唸法，非常有幫助。
Roger: 因為外師會講英文，然後我們有一些不懂的英文單字，就可以去問他。
Jeremy: 英文發音很清楚! 然後呢，有不同的音，像 A，我們都唸ㄜ，然後外國唸….

（20160421 訪－1BG－1）
研: 你們喜歡給外師上英文課嗎?
Danny: 比較喜歡….可以讓我們知道比較多英文。
研: 什麼叫做比較多英文?
Danny: 他講的話都是英文的話，我們會了解，不然有些都是講中文之類的，像講
遊戲講規則，丟怎樣，丟中什麼東西怎樣怎樣....這樣比較懂。
研: 所以老師用英文講，比起中文你還要能夠聽得懂?
Danny: 因為中文大概都會。
（20160505 訪－1BG－4）
Roger: 可以學到溝通、更多單字，就是交談之類的，透過下課之後的聊天。

（20160628 訪－2BI－8）
研究者透過課堂觀察及訪談內容的比對、分析，發現英文高成就的學生相當
肯定外師英語教學，尤以 Jeremy、Roger 與 Danny 為主要的代表。在本研究中，
高程度的定義不單指英文筆試成績高的孩子（通常口說表現也好），同時也包含
了英語口說表達能力較佳的學生。這類型的學生在課堂上總是積極、踴躍地參與，
外誘獎勵當然也會有讓學生願意開口說英文的加分效用，但對於本身給予外師教
學高評價的學生而言，就略顯得低一些。於課堂中的觀察筆記如下：

「這次下課前，Mr. M 難得增加問答時間，給學生可以多蓋到章的機會。Roger
其實已有多次舉手被老師點到回答，但後續當他遇到會回答的問題，仍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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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之後就沒再被點到了，此時突然聽到他悻悻然地冒出一句: 『我沒蓋章又沒差，
我只是想要回答!』
」（20160414，觀，Travel Agency 2）

簡言之，英語程度好的學生對於外師全程英語上課的模式感到滿意，更認為
這樣子的口語互動有助於英語學習，也能用英文學到更多英文。「英語口語溝通
的真實活動」是轉化情境學習自英語教室中教與學的四項必要活動之一（Li,
2011）。在外師全英文教學的真實語言學習環境中，學生與外師對話的同時，獲
得了真實語言的輸入與輸出，透過溝通活動，晴天班學生認為他們從中學到的也
正如 Li（2011）所說的，學生會觀察並習得英語人士在真實口語溝通上的用法和
一些副語言技能如腔調、語調、發音以及在其文化脈絡中使用的字詞、句子等。

（二）半數學生認為外師授課偶爾有聽沒有懂，也不太敢直接問問題
從問卷及訪談中發現，晴天班有一半的學生喜歡外師上英情課，但卻不喜歡
全英文上課，會有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的困擾，因而造成這樣矛盾的狀況產生，
如 Joanne 就說「我喜歡外國老師上的，但我不希望他全程都用英文。」
（20160628 訪
－2BI－8）。研究者在上學期的觀課期間就曾在課堂中看到學生聽不懂的情景：
「Mr. J 在教 MRT 主題時試圖解釋 transit、get off 等字義…他看底下的學生似乎沒什麼
反應，於是又再繼續講解….覺得外師好像解釋得有點累。耳邊突然出現 Kevin 說: 『有
聽沒有懂!』」
（20161224，觀，MRT 2）可見，有時候在看似風平浪靜的表面，其

實潛藏著很多似懂非懂。
想當然耳，一堂課裡面不是只由主題單字所組成，而是會夾雜著其他英文語
句或問句，當聽到沒學過的單字或語句出現，這時則會如同 Henry 所說的「像老
師講到有一些不懂的單字，課外的，就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因而在有些時候，

學生會認為太難且有聽沒有懂，無聊感也會跟著油然而生，希望外師搭配更多肢
體語言作為教學輔助，讓他們能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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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你們覺得外師用全英文的上課方式怎麼樣?
Charlie: 聽不懂…我常常都是在那邊蛤，什麼意思?（20160421 訪－1BG－1）
Joanne: 不要!
Sandy: 不是很喜歡!
Maggie: 還好。
研: 為什麼大家都…?
Sandy: 因為有時候都聽不懂。
Joanne: 我都聽不懂，我一直蛤? 蛤?（20160429 訪－1GG－3）
Henry: 嗯….也是可以，只是我比較希望可以配一點比較多的動作。
Shawn: 太過學英文很無聊!
Henry: 像老師講到有一些不懂的單字，課外的，就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Shawn: 嗯….因為全部英文覺得很無聊，太難了! ....全部都講英文感覺很無聊很單
調啊這樣子啊….那很無趣! （20160527 訪－2BI－3）

外師台上賣力解釋，學生底下一臉茫然，這樣分別處於兩個不同世界的狀態，
其實不只是在教單字的時候，就連講解遊戲規則時也會出現，再加上是從沒玩過
的外國遊戲，用英文描述的遊戲規則，自然覺得陌生、艱澀又難懂。因此，甚至
有學生希望是由中師來上課，認為雙方在對同一語言的理解之下，比較容易達成
語言學習上的共識；對於不懂的英文單字也較能夠了解。
研: 為什麼不喜歡?
Charlie: 我希望中文老師來上的時候，因為我希望可以聽得懂。

（20160421 訪－1BG－1）
Shawn: …但是中文的（指中師）
，我比較容易了解那個單字，因為他會先講，不會
的話，他會講那是什麼，有時候會這樣子，而且題目也不會太難。老師中文的比較
好…講到一半的時候，想不出來那個字，講中文他可以聽的懂那個字要怎麼唸那樣。
Jordan: 中文老師的遊戲比較聽得懂規則，因為他是講中文…他有時候講規則，有
一些單字我們不知道就…所以就會不知道他的規則是什麼。

（20160505 訪－1BG－4）
針對遊戲規則聽不懂的部分，確實有這樣的問題存在，研究者的課堂觀察如
下：
「由於第二節要讓學生自己下場玩 4 square，Mr. C 在第一節時講解遊戲規則給學生
聽。這時我發現學生的聲音逐漸大聲（似乎是聽不太懂，所以交談）
，也看到有學生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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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同學。Mr. C 非常不喜吵鬧，所以命令全班 No Chinese! ....後來再又解釋一次後，外
師問大家有關遊戲規則的問題，確保學生在玩之前能搞懂，然而只有 Jeremy, Danny 兩
個學生有回答怎麼玩，其他組靜悄悄。Mr. C 問為何第 4、5 組的女生都沒反應，學生說
『聽不懂啊!』....」
（20160324，觀，PE 2）遊戲規則對學生而言是超過課本範圍的，

在聽不懂又不被允許以中文問身旁同學的情況下，更加深了有聽沒懂、似懂非懂
的狐疑。因為語言隔閡所造成的「有聽沒懂」，使得學生就連遇到不會的地方，
或是有疑問的時候，也不會直接詢問外師：
研: 為什麼不會想要直接問老師?
Mara: 因為怕我講錯，然後就出糗，我不喜歡這樣….就是出糗，然後被同學笑。
Lily: 真的會!
Mara: 我就會覺得自己好丟臉哦!
Lily: 真的很丟臉耶!
Ellen: 因為就是我們只會那一點點，然後老師說出來了，就好像我問他，然後老師
說出來了，我們也聽不懂。
（20160428 訪－1GG－2）
Sandy: 我不會，我都問同學。但很想問，又不知道要怎麼問，只會用中文….想要
問老師說怎樣怎樣怎樣，但不知道英文怎麼講，然後都會去問 Roger（程度好的同
學）
。
（20160429 訪－1GG－3）
研: 不敢問問題，是因為老師講一串英文可能妳們聽不懂?
Ellen: 對!
Mara: 我半個字都聽不懂。
Ellen: 他會劈哩啪啦、劈哩啪啦一直下去，你就會擷取某一部分，可能他是說….假
如他是說…呃….「在那邊」
，然後呢，因為只聽得懂一部分，然後你就只聽到「在」
，
你不知道要去哪裡（無奈地笑了一下）。
Mara: 問了那個問題，然後到最後回答半個字都聽不懂。
（20160616 訪－2GI－5）

學生一方面是擔心面子問題而不敢發問，另一方面是覺得自己的英文程度有
限，苦於不知道該怎麼用英文講，就算真的提問，也因認為外師可能又會講出一
大串更加聽不懂的語句，他們只能斷章取義。因此，最後索性乾脆不問，選擇向
英文程度比較好的同學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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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晴天班學生喜歡外師上課，但多數學生實際上卻有著有聽沒懂的
困擾，沒聽過也不懂的課外英文對他們來說顯得陌生又疏離，在聽不懂的情況下
也會產生無聊感和無所適從，因此期望外師能輔以更多肢體動作來幫助理解。而
聽不懂的困境再加上擔憂出糗、丟臉，讓學生不敢直接問外師問題，轉而尋求英
語程度好的同學的協助，這也使得同儕在學習過程當中的重要性大增。

二、學生認為外師幽默的上課方式與趣味的教學活動能更加了解英文
（一）學生喜歡外師上課搞笑且誇張的動作語調能幫助理解
前述有提及晴天班的英語情境課每學期會有三位外師輪流上三個不同的主
題，也就是在一個學期的課程內，學生跟三位外師都會接觸與互動到。三位外師
的人格特質完全不一樣： M 老師幽默詼諧、很具親和力、容易跟小朋友打成一
片；C 老師則較為嚴肅、一板一眼；而 J 老師是嚴格中帶有一絲溫和，因此其教
學風格和上起課來給人的感覺也大不相同，有時也能在班上察覺出不一樣的學習
氛圍。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使得外師的上課方式與一般學校英文教師亦不同，其
中以「猜單字」和「測反應的說單字遊戲」受到多數晴天班學生的青睞。在讓學
生開始真實活動的角色扮演和實際操作階段之前，教師會盡量讓學生熟悉該課主
題單字，以利後續活動的進行；因此，第一節課通常會花很多時間在單字教學上。
學生認為在講解單字之前，先呈現投影片上面的圖片給他們看，讓他們先猜一猜，
比起直接告訴他們答案，多了一些學習機會，也多了點趣味。例如，在講 Travel
Agency 的單字，外師會先顯示 America、hamburger、Egypt、pyramid 等圖片，但
他不會先把正確單字講出來，而是讓學生有時間思考圖片上的英文單字該怎麼說。

Jeremy: 有啊，有動畫啊，他讓你們先猜，這樣感覺不錯!
Roger: 他會先給我們圖片，就是先猜單字。
Jeremy: 然後呢，之後才會告訴我們，很不錯耶!（20160421 訪－1BG－1）
Roger: 老師一開始在教單字的時候，就 week one 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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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你說老師放投影片…?
Roger: 對，就是一開始老師不是會放投影片，他就會先顯示圖片，然後才把單字
跟中文用出來。
Jeremy: 對，要不然讓我們猜一下，會有趣一點。
（20160520 訪－2BI－2）

另外，為了讓學生更加熟悉單字，教完一輪單字之後，外師會與他們玩一種
單字遊戲。外師首先會將全班分組，隨後手上拿著一堆單字的圖卡，每一次變換
圖卡，他就會唸上面的單字，全班必須跟著唸，當中的時間很短暫，學生要仔細
看圖卡並聆聽老師唸的單字，辨別兩者是否相符，而且外師還會語調不時上揚或
下降，跟學生開玩笑，故意混淆他們。假如是一張 hot dog 的圖卡，外師唸成
hamburger，學生就要自己說出 hot dog；或者是有時候外師會故意把 pizza 的圖
突然很大聲地唸成 banana，嚇唬學生，這時如果沒被老師牽著走，自行唸對，那
該組就會得到星星一枚；相反的，如果跟著唸錯了，則會被拿掉星星。學生在過
程中整體來說非常地專心與投入（20151210，觀，Fast Food 2）
。在訪談過程中，
晴天班學生對這項教學活動反應相當熱烈，認為這樣的活動不僅讓學習變得很有
趣，也能從遊戲的單字辨認中更認識和熟悉單字。
研: 那你們覺得什麼地方有趣?
Kevin: C 啦，他有時候要我們猜怎麼唸的時候，就會講 banana 或者是 monkey!

（20160421 訪－1BG－1）
Danny: 上課說不定都會講一些錯的讓我們回答，比如說那時候，這個 pizza, banana,
結果最後是 rice 變 banana!（20160505 訪－1BG－4）
Jeremy: 然後呢，他有時候會假裝，比如說這是 apple 的圖嘛，然後他就說 banana!
Roger: 他會故意加重語氣，他會嚇我們!（20160520 訪－2BI－2）
研: 怎麼樣好玩跟活潑?
Mara: 比如說這是 picture，大家就會 picture, picture，他就會 banana!
Ellen: 一種驚喜 surprise 的感覺!（20160616 訪－2GI－5）
Charlie: 很好笑，就是我們看電子白板上的圖片，如果他唸，我們也唸，就跟著他
唸，如果他說 banana，我們也跟著一起說 banana 就錯了!

（20160628 訪－2B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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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教師本身的人格特質牽動著教學風格，其所表現出來的動作和語調關
乎到學生在課堂中的理解與否。Mr. M 個性幽默風趣，平常會跟小朋友親近，也
會唱歌、彈吉他，其上課方式也是活潑、生動的，因而深受晴天班學生的喜愛。
在學生眼中的 M 老師會在課堂上搞笑，常會跟他們開玩笑，學習氣氛是愉快、
有趣的，進而很喜歡他上的英情課。
研: 為什麼最喜歡給 M 上課?
Roger: 因為他會搞笑!（20160421 訪－1BG－1）
Ellen: 他很好笑! 而且他有時候很有趣，然後呢，他會「嚇」!!!（模仿嚇人樣）
Mara: 然後就突然搞笑!（20160428 訪－1GG－2）
Henry: 因為比較有趣!
研: 怎麼樣有趣?
Danny: 比如說課堂上會搞….
Henry: 會搞笑!
Danny: 搞笑!（20160505 訪－1BG－4）
Sandy: 因為 M 感覺很有趣，他都會搞笑!
Doris: 他還會彈吉他!（20160429 訪－1GG－3）

生動、活潑的教學風格通常伴隨著課堂上活靈活現的肢體展現，而誇張、搞
笑的動作，看似簡單的肢體語言，卻能大大地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在好笑又有
趣的學習環境帶著意願去接觸不懂的語言。晴天班學生認為外師講話，搭配雙手
動作輔助，就算沒有道具，也能夠幫助了解單字，比起單純用一大串的英文來解
釋還要容易懂，如 Henry 所說：「就不用什麼道具，就用雙手就可以比出來我很懂的
東西。」（20161219 訪－3BI－1）
。同時，動作也能夠幫助理解外師的說話內容，

即使無法全部都能聽懂，但能透過臆測，猜想外師要表達的意思，就像 Jordan 說
「就是他做動作，提示我。」
（20160505 訪－1BG－4）
，下次又再出現同樣的單字，
就能大概意會。
研: 那你們覺得老師的上課方式怎麼樣?
Henry: 有趣～因為他配合那個動作，跟在講的單字配合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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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是說外師講話有加上動作?
Henry: 比較容易懂，不然有些根本沒看過的單字，比較可以認識，下次說這個單
字就知道了，知道大概什麼意思。
Shawn: 就可以猜測啦!
Henry: 老師配合那種動作讓我們，就可以學到英文，又覺得很有趣….就是讓我們
又可以認識字母，又會覺得很好笑，又有趣!（20160527 訪－2BI－3）
Jordan: ….可能原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單字是什麼，可能他比動作，知道那個動作是
什麼意思，但是不會講它的英文。
（20161223 訪－3BI－4）

而外師說話的語調隨著課程主題單字而有所變化，也具有能幫助學生理解的
功用。例如，Mr. J 在上電影主題時，教 animated movies 與 scary movies 的口吻
不一樣，恐怖片就會用比較低沉、嚇人的嗓音解說，讓學生可以從感覺和
語調中清楚辨別電影的類型，更加了解單字的字義。
研: 那妳們覺得老師上課的方式怎麼樣?
Ellen: 還不錯啊! 就是會用…比如說…嗯…他會用你在上的那個語調的方式。
研: 什麼語調?
Ellen: 比如說這課就是比較恐怖一點的話，他就會用比較低沉的聲音來告訴你，然
後如果是比較活潑一點的課程，像是園遊會啊之類的，他就會用比較高的聲音。

（20160616 訪－2GI－5）
研: 妳說 Mr. J 的語調，他教電影的時候比如說會有一些….?
Ellen: 像恐怖片，他就會「呼～～～嚇～～～」（模仿外師發出恐怖的聲音）
研: 那個會讓你們很清楚現在在教什麼東西?
Ellen: 嗯!嗯!
Charlie: 嗯，會讓我們真正感受到那種感覺。
（20161227 訪－3MI－5）

反觀另外一位 C 老師，平時上課較為不苟言笑，且講話語調較為平板、單
調，因而讓學生覺得有時候上他的課很無聊。可見，在外師英語教學中，肢體動
作和聲音語氣是能否引起學習動機的重要媒介之一。
研: 為什麼覺得 Mr. C 無聊?
Charlie: 嗯...他每次講話 bleh, bleh, bleh（模仿平板的聲音）
，然後都沒有…的感覺。

（20160519 訪－2BI－1）
Mara: Mr. C 比較單純（單調）。
Ellen: 比較平淡。
（20160616 訪－2G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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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比起單向且直接的單字意義傳達，學生傾向在多元且幽默的教學
方式中自己去猜測、去思考、去反應，多了點探索的學習機會，為學習增添一點
樂趣，也能加深對單字的認識和熟稔。而外師具備幽默搞笑的人格特質及其所伴
隨而來的愉快學習氛圍，也受到學生青睞，肢體動作的大方展現和說話語調的詼
諧，能幫助學生猜測並了解單字和說話內容，使他們更加投入學習專注力；拉進
師生之間的關係之餘，也引起了學習動機。

（二）學生喜愛有趣的活動與遊戲，並認為自己實際參與更能體會課程內容
英語情境課最大的特色在於，外師在教完主題單字以及簡單帶學生唸過對話
後，就會直接讓學生進行真實情境活動的親自演練與下場玩樂。而每個主題都會
有該課相對應的主題活動或遊戲，例如上「Fast Food」（速食）主題，就會去速
食餐廳扮演店員和顧客進行服務和點餐的對話練習；上「PE」
（體育）主題，就
到四格方塊廣場玩 4 square 遊戲；上 Travel Agency（旅行社）則去旅行社扮演旅
行社員工和消費者進行服務和訂機票、飯店的對話練習等真實活動的情境學習。
而這樣趣味的活動與遊戲對小學生而言，永遠能引起學習的內在動機，對晴
天班的學生亦不例外。從平日的課堂觀察和訪談中發現課堂活動如玩 4 square、
看電影等活動總能讓全班散發出一股既期待又歡欣鼓舞的學習氛圍。因此，晴天
班學生對伴隨著遊戲與活動的上課方式一致感到喜愛，認為透過「實際體驗」與
「互動」讓課程變得更有趣，也能從中更加了解上課內容。
研: 為什麼喜歡這樣的練習?
Jeremy: 因為這樣子練習才能那個人學到，這個人也學到啊，那個人也學到啊，然
後我也學到啊，兩個人可以….
研: 你說學到怎麼跟別人講嗎?
Jeremy: 對!
Roger: 而且最後還會對換角色，這一整篇都會學到。
Jeremy: 而且我們還可以換角色，對啊! 然後呢，這樣子比較有趣啊，要不然都只
能自己唸。....用英文對話，這樣子對話啊，然後這樣子會比較懂這裡面的意思。
研: 你說這樣子會比較懂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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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my: 對啊，因為老師會帶著我們唸一次，再跟同學討論啊，再跟同學一起唸啊!

（20160520 訪－2BI－2）
Danny: 因為這樣子比較容易讓我們兩人更知道要怎麼唸，說不定會搞混。比如說，
我這個講錯了，以為是….我自己講，然後你跟我講，我自己講，說不定我會搞錯，
搞成比如說，here you are，是我要講的。比如說我是點餐的人，他送餐給我，說不
定我自己會講成 here you are。
Shawn: 會有隊友提醒。
研: 哦～了解～會讓你們更了解要怎麼講?
Danny: 要怎麼講…對…不會搞混。
（20160505 訪－1BG－4）

英語情境課把英語世界的真實情境帶進教室，讓學生有真實語用和與同儕對
話的機會；假如在速食餐廳裡，會有一位學生扮演店員，另一位則扮演顧客，兩
方會站在櫃台的兩側，開始點餐、送餐的實際對話活動；或者在旅行社裡面，一
位學生當員工，另一位當要出國遊玩的消費者，在實際的櫃台進行買票、訂房的
對話，而外師則在旁提供適時的協助等。晴天班學生認為在情境教室裡面進行如
上述般的兩人角色扮演，在練習當中更知道句子該怎麼唸，而彼此的角色互換，
能全面性地學習到雙方在哪個職位應該說何種話，懂得在生活中應對，也懂句子
的含意，更清楚什麼角色該講什麼話而不至混淆，如同 Danny 所說，就不會他在
當顧客點餐的時候，不小心把店員送餐時要說的” Here you are.”給搞混而說反了。
再來，也有學生表示學完單字後，實際在速食餐廳（如圖 4-2-1）和旅行社
彷彿自己是美國人在真實情景說話般，將所學單字放置對話中應用出來的學習方
式有趣也容易懂。
研: 我們不是都會去買機票?
Henry: 那很有趣!
Shawn: 那個很好玩!
研: 為什麼覺得那個很好玩?
Henry: 可以體驗當美國人，然後在那邊對話。
Shawn: 我想到一個….還可以跑去餐廳!
研: 對，還跑去餐廳。你們為什麼會喜歡?
Henry: 如果是只上課的話，就只認識那個單字，如果你在….用那種對話的那種，
會比較容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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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你說用對話會比較容易懂?
Henry: 嗯!
Shawn: 因為原本上課比較無聊，但是…然後至少要把那個上課，把有關的放入一
些比較生活上有用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地方啊，這樣才不會讓上課太無聊。
研: 那有趣的地方像是什麼? 你說放到有趣的地方是講話嗎?
Shawn: 像 Mr. C 他不是那個….學一些單字啊，然後他不是還有帶我們去餐廳嗎，
然後呢，再讓我們去點餐那些的…
研: 哦～你喜歡老師先教完這個單字，然後就帶你們去某個地方?
Shawn: 對，變更有趣這樣子。
Henry: 讓我們更深入了解那個單字的意思。
（20160527 訪－2BI－3）
Lily: 就是去餐廳的時候，然後呢，在那邊賣東西就會覺得比較懂，就是用玩遊戲
的方式。
（20160623 訪－2GI－7）

圖 4-2-1 學生在速食餐廳角色扮演 資料來源：於觀課時拍攝。
晴天班學生認為一般在課堂中的單字教學僅只於能讓他們對單字有片面的
認識，上課教的單字應放到生活上會用到的實用語句內，再透過角色扮演的實際
對話，讓學單字這件事變得更有趣，也因為藉由句子的應用能更深入了解單字的
意思。Henry 和 Shawn 這兩位學生的思維也正呼應了「語言如同知識一般，必然
是真實活動和情境下的產物」的道理，英文單字的學習是要透過真實對話活動的
運用，在日常生活情境脈絡中所獲得的英文知識才會是完整的。
而從上述兩大段訪談，發現學生的隻字片語在在顯示了「知識具情境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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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知識無法抽離自生活環境，因此單字的學習也不應只存在於課本上的
呈現與外師的講解，而是應該融入日常情境中，以對話和他人交談的方式習得單
字的意義。Brown 等人（1989）即是主張認知的習得奠基在情境脈絡中，是個體
與活動、情境和文化交互作用下的產物，因此特別強調「學習情境」的重要性。
晴天班學生在這濡化的學習歷程裡，擬真的情境教室提供了實際運用的學習機會，
讓學生能在主題相關領域中與人互動，進行真實性對話活動的實踐，進入到該主
題的情境脈絡，親自去角色扮演，當學生能體驗真實情境中角色的心境和感受，
也就更能了解單字的意義和句子的使用時機，因而獲得有效的英文知識學習。
另外，上課活動除了一般較為靜態的的口語對話真實任務，還有能讓學生以
肢體親自去體會的動態活動，也是學生在表達心目中英情課所畫的（如圖 4-2-2）
。
研: 你們覺得在遊戲中有學到什麼嗎?
Danny: 有～學到這怎麼玩，像是 4 square，一開始我根本不懂那是什麼東西!
研: 但是透過遊戲就可以懂嗎?
Danny: 透過遊戲!
Shawn: 比較能了解，不然光看課本也不知道它畫的那些東西是代表什麼意思。…
你去玩才會真正知道它到底真正是什麼遊戲這樣子!（20160505 訪－1BG－4）
Henry: 有，因為本來單字課本裡面都只畫一個四個格子，不知道它在幹嘛，然後自
己玩就一定知道規則，然後怎麼樣玩。
（20161219 訪－3BI－1）
研: 那妳說遊戲對妳有幫助，是怎麼樣的幫助?
Ellen: 可以讓你更體會。
Mara: 遊戲可以學到更多。
研: 像是什麼?
Mara: 拍球啊，那時候我就聽不懂老師規則，然後拍了之後就哦～玩了一次我輸了，
哦～我知道了，這個是要拍到那邊怎樣怎樣的…（20160616 訪－2GI－5）
Sandy: 剛開始不知道在玩什麼，後來有看那個影片，就知道了!
研: 那實際自己去一樓玩了之後呢?
Maggie: 比較清楚!
Sandy: 更清楚! （20160617 訪－2G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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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學生在訪談中提到的 4 square 遊戲是包含在 PE（體育）主題裡的課堂
活動，這課主要是教跟運動相關動作的單字如 drop, pass, kick, in, out, square,
bounce, palm 等字以及相關句型。前面有提及外師在講解 4 square 遊戲規則時，
其實大部分學生聽不太懂，不斷跟身邊同學交談討論；在實際玩之前，多數人是
帶著似懂非懂的狀態下場玩球。根據那日的課堂觀察記錄：
「在一樓實際玩 4 square，
學生蠻吵鬧的，一直都有說話聲，對遊戲通常較為興奮….Lily 跟 Mara 不斷詢問規則，
例如手怎麼打? 打去其他方格可以嗎? 可以兩隻手嗎? 等問題，顯然她們不太知道該怎
麼玩。外師有示範幾回，讓每個人都輪流跟他打一次….覺得學生剛開始不是那麼懂得要
如何玩，但他們能透過實踐漸漸了解，或許等自己親身體驗比老師講解還有用….」

（20160324，觀，PE 2）
。學生在上述的訪談中也表示，原本不懂課本裡面畫的四
個方格是什麼含意，也不太清楚外師在課堂上的講解，後來透過自己親身體驗，
從嘗試中去學習遊戲規則，才逐漸體會遊戲是如何進行的；同時藉由遊戲，也更
了解該主題的主旨意涵，如 Danny 所說：「 我們去玩 4 square 的時候，就知道那堂
課就在上體育。」
（20160505 訪－1BG－4），也了解單字的含意。

Lave 等人（1991）認為學習是體現在逐漸增加之實務社群的參與，以及人與
真實活動之間意義的社會協商本質，並以「參與」的視角看待學習。學習者則如
學徒般，以「合法周邊參與」的方式在實務社群環境中接受漸進式的學習歷程。
正如晴天班學生即是在外師的引導下獲得周邊參與的合法學習管道，透過真實學
習環境的邊際參與，首先觀察教師的動作示範，也觀察並模仿同儕是如何在方格
中拍打球給別人，輪到自己上場後的親自練習，與同儕互動，到最後逐漸熟悉遊
戲技巧的核心參與，在這社會化的學習過程當中，學生改變了原有的認知概念，
進而理解規則，也獲得有意義的單字學習。晴天班學生在實際體驗中，是知識的
建構者和實作者，透過自身在遊戲中的主動操作和探索，逐漸形塑出屬於自己的
英文知識，體現從「做中學」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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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學生喜歡透過 4 square 活動體驗來學英文。資料來源：擷取自學生問卷。
三、 學生認為外師教對話句型只是稍微帶過，就直接進行角色扮演活動，使得他
們不會對話
教師假若在教學設計上忽略了評估學生實際認知結構和能力水平，並運用合
適的教學方法來幫助學生確實習得教學內容，則會讓有些學生感到茫然、疑惑，
再加上學生沒有充分練習，沒有辦法融入實際情境並應用出來，也就無法達到課
堂教學目標任務，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在晴天班角色扮演的對話練習中，就有察
覺到學生不知道如何「對話」的問題。以下為課堂觀課紀錄：

「分好組別也拿好假鈔票後，大家一進去那個空間又開始興奮了起來…櫃檯上貼
有對話，學生可以參考著唸（與課本上的對話是一樣的），但有些字他們還是唸不太出
來，挖空的地方有時候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20160414，觀，Travel Agency 2）

而晴天班學生在後來的訪談中，其所述也與上面的現象如出一轍。部分學生
認為之所以在角色扮演時不曉得該怎麼講，是因為外師教課本對話內容的速度太
快，僅稍微帶過，以至於在不夠熟悉和了解對話句意的狀態下，就要在模擬的情
境教室內進行角色對話，使得他們不知道角色之間在對話些什麼。
Mara: 唸課文如果老師唸太快，或者是同學講很快的話，我們有一些英文沒有很好
也沒有很爛的人，如果唸不快的話，就會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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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妳是說唸對話那個 A、B、A、B 嗎?
Mara: 我不會對話。
研: 哦，妳不知道要怎麼唸～是覺得老師沒有教?
Mara: 就是有教，但是有些聽不懂。
Ellen: 太快了!
Mara: 對!
Ellen: 老師的 tempo 太快了!....帶過一下。
Mara: 然後就直接玩遊戲….
研: 那上面有給提示，妳也不知道要怎麼講嗎?
Mara: 就是看，但不知道要怎麼唸。
Ellen: 因為老師只是稍微帶過，所以那個句子還要再對照課本，就是裡面的詞，然
後要再對照課本。然後呢，可能在上課的時候，還要趁機問一下同學，才會懂那個
句子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20160616 訪－2GI－5）
Sandy: 英文課老師會把那個對話教得很詳細，英情課只是唸過去。
Mara: 對，就是唸過去，然後老師也不會再多講解，因為他是外國人。

（20161222 訪－3GI－3）
根據課堂觀察，角色扮演前的對話內容教學，依照外師的教學風格會有兩種
形式，一種是外師會再帶著全班唸過幾遍，有時會輔以實物示範對話內容，「 外
師帶著全班唸 p.22 的對話，學生唸的狀況算不錯。但整個對話只有練習 3 次，小朋友大
概也記不太得吧，或者可能不會那麼熟悉….」
（20160414，觀，Travel Agency 2）
；另

一種則是外師直接讓學生自己跟夥伴練習對話，然後再一一到身旁聆聽及糾正等，
「….竟然是讓學生自己唸對話，老師很少帶著唸，也沒有講解句子就直接叫小朋友直
接唸。外師說: “Get a partner and practice the dialogue in p.4 for 2 times”，然後就開始察看
跟巡視學生的練習狀況。」
（20160428，觀，Movie 1）。

無論是哪一種形式，顯然都會讓晴天班有些學生不是很了解該課主題的對話
內容。在情境學習中，Li（2011）指出由於外語初學者的語言技能有限，教師需
要提供更多的鷹架協助；並且要有讓學生對教師做持續性觀察和模仿的機會，使
其能夠了解語言在情境脈絡上的使用。此外，教師要如同教練一般，除了提供必
要的解說和示範之外，亦需要給予鷹架指導，包括在任務解決中的觀察、提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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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等，待學生建構知識並熟練時，逐漸撤除鷹架支持（McLellan, 1996；楊家
興，1995；徐新逸，1996）；而從訪談中，也能隱約看出學生有著對教師角色應
為引導者的期望，希望能在指引下對學習內容有所了解和體悟。因此，課堂上的
對話教學，外師應知曉學生對於課文對話內容的掌握度和需求，確實讓學生了解
句意，在進行真實對話時才不會似懂非懂，不知所云；而實際讓學生在模擬的情
境教室進行角色扮演的任務時，即使是小班制教學，外師也更應該作為引導者，
提供學生在對話溝通上的逐一示範和提醒，讓學生能真正將所學和真實情境連結，
更加體會學習內容之餘，也能提升學習的樂趣，並能如 Ellen 所希望的：「如果真
的會的話，而且知道那個句子要怎麼說，也會應用出來的話，這樣就覺得很好玩!」

（20160616 訪－2GI－5）。

四、 學生認為問題搶答活動多一點題目與提醒，及藉由分組討論能更了解英文
（一）在提問時給予適時的提示及多次的答題次數能增加學習機會
在晴天班的英語情境課裡，「問題搶答活動」佔了一大部分的教學時間，是
每個禮拜上英情課的例行公事。通常問答活動會出現在當週的主題單字教完之時，
或者是用來喚起學生對上週單字的記憶，以及考試前的複習。外師會不斷地用不
同的問句問學生問題，試圖讓他們從問答中熟悉該課單字。由於舉手答對問題，
就能為個人或組別獲得蓋章的機會，因此九成的晴天班學生在訪談中表示會想要
舉手回答問題是為了集章換禮物；外誘獎賞確實能激勵學生的外在學習動機，使
得學生平日的問答狀況通常是躍躍欲試的，但當中涉及到不同主題單字的難易度、
外師問問題的風格以及問題難度，因此班上也會出現只有特定某幾位學生在回答
或者全班沉默不語的時候。有的學生認為從問答中可以加深對單字的了解，更懂
課本裡原本不會的單字，有的學生則認為沒有太大的助益，問答活動對晴天班每
位學生的意義皆不相同。但透過訪談，意外發現，不同教學風格的外師進行問答
的方式會造成學生對他們在問答活動的學習經驗上有一些深刻的感受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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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你們都喜歡回答問題嗎?
Shawn: 不一定耶…要看哪一個老師。
研: 那你覺得哪一個老師可以讓你，哦! 我想要舉手!?
Shawn: J，J! ….就不會那種針對那樣。
Danny: 哦，問問題的時候，就比較不會那個，比如說你錯了，可能會提醒你怎樣
子，就會，不會在那邊等你說什麼錯錯錯怎樣的。
研: 哦～你說 Mr. J 會給你提示對不對?
Shawn: 對，他會講。
研: 所以覺得其他老師都不會?
Jordan: 也是會….比較不明顯。
Shawn: 比較少….就是 J 提示的比較多吧!
Danny: 嗯! 他幾乎每個人錯，一定都會提示，他錯小小的好像幾乎都會提示。
Henry: 他都可以蓋到章。
研: 然後再給你一次機會這樣子嗎?
Shawn: 對!（20160505 訪－1BG－4）

上述學生提到的是每次都會要求學生一定要回答完整句的 Mr. J，晴天班學
生認為不同於其他兩位，這位外師在他們講錯答案時不會直接否定，而是都會給
予一些提示，提醒哪個地方需要修改，小聲地引導他們講出正確的答案，不僅讓
他們能夠有嘗試犯錯、更正的學習機會，並依舊擁有蓋章的權利。反觀其他外師，
學生則認為他們比較不會給第二次機會，若答錯就馬上換下一個人回答：
Ellen: 不會….老師只會這樣，NO，然後叫下一個人，然後呢，就走了….就是舉手，
然後他說錯了，然後就說（模仿老師說錯）
，然後就叫下一個人了。
Mara: 根本不會給他機會。
（20160428 訪－1GG－2）

另外，在課堂上，Mr. J 通常同一個問題都會問二至三次，讓多位學生有回
答的機會，例如 What kind of movie do you like? 或者 What trailer did you like the
best? 等這類型學生覺得較容易理解的題目，且問的問題也很多，幾乎全班都可
以練習到。
Shawn: 他一個單字會問兩個人，他一個問題會讓兩個人回答。
Danny: 比如說，這個題目就誰誰誰跟誰誰誰，另外一個題目就誰誰誰跟誰誰誰，
其他老師就問一個題目就夠了，沒有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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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n: 他一個題目只會有兩個人可以回答。
Danny: 有兩個可以回答，其他老師都一個而已。
Shawn: 我喜歡問多一點的!
Henry: 比較了解。
研: 喜歡多一點?
Shawn: 對，問個兩三次那種，機會比較高，也比較容易了解應該要用哪一種句子，
這樣才可以講清楚!
研: 你是說比較容易了解…?
Shawn: 就是他只要就是選多一點人，我就可以先聽前面的人怎麼講，然後再把它
改一點重點這樣子，不然我不知道那些句子應該要怎麼講….我不知道要怎麼講這
樣子….如果有兩三個可以回答的人這樣子，不會只有一個….那個一次的比較麻煩，
一次的就比較不了解。
（20160505 訪－1BG－4）

晴天班學生認為一個問題若老師重複多問幾個同學，有助於了解題目在問什
麼，因為他們能夠從前一、兩位回答之學生的答案當中學習到該題目應當怎麼回
答，再修改成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如此一來，換他們舉手發言的時候也就能講
出正確答案。而根據觀課紀錄：
「Mr. J 一個問題都會開放給至少 2 個人回答，會給提
示（氣音）
，引導句子回答，而且很有耐心地等學生。」
（20160505，觀，Movie 2）也

確實是如此。從平日的課堂觀察中也能察覺到，當學生被賦予較多能夠搶答的學
習機會，再加上外師總是富有耐心地願意等待學生慢慢講出答案，學生的上課表
現會不同於以往，全班是很踴躍地想要發言，就連平常不太舉手講話的學生也變
得很積極（20160428/0505/0512，觀，Movie 1-3）。
在實務社群中，知識亦是一種「分散性智慧」，知識的分散可以是經驗、學
習等的分享，它還延伸跨越情境中的教師、學生、同儕間及教具等，彼此互動，
達到知識的共享（黃永和，2009），教師除了在鷹架支持的建立下扮演引導者，
給予適時的指引和提示外，同儕之間的相互觀摩和模仿同時也發揮了學習效用，
在無形之中傳遞知識。多次的問題搶答次數會讓學生覺得有多次練習的機會，進
而願意舉手並開口，回答問題之餘又能獲得蓋章，著實能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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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搶答透過分組討論可以蓋更多印章和學到更多不懂的英文，但是討論會
被外師覺得太吵
前面有提到每個外師的上課方式都不一樣，如 Mr. J 老師就傾向個人問答，
而 Mr. M 和 Mr. C 則除了個人之外，也常會以分組的方式進行全班性的搶答活
動。蓋章的激勵作用，加上分組人多可以增加得章的機率，使得晴天班學生普遍
認同「團隊能拿到更多星星」
，因而喜歡分組的機制；另外，在他們的認知當中，
分組通常也參半著可以「討論」的時候：
研: 之前說 Mr. C 跟 M 的課都喜歡分組對不對，為什麼喜歡分組?
Jeremy: 可以討論一些東西啊，像是不會的問問看其他人那個中文是什麼，然後呢，
然後再想想看英文是什麼。
Roger: 就是假如說一些程度比較好的人就可以教他，分組就可以教他，然後一起….
Jeremy: 可以幫助比較不會的同學啊，跟他講怎麼唸，我就這樣，像是 what movie
do you like? Blah blah blah…（20160520 訪－2BI－2）
Henry: 讓我們跟一些….那組都有強的跟沒有很強的，那些沒有很強的，可以跟強
的那些人學習，老師說那個東西，然後我們就一起討論，然後我們…就讓英文不好
的也可以知道….那個意思。
（20161219 訪－3BI－1）
Sandy: 哦對，我很喜歡分組，跟很強的一組….他就會告訴我那是什麼意思。
Mara: ….就是有時候聽不懂的時候可以問他….但是我也都不太舉手，就只是為了

（20161222 訪－3GI－3）

聽得懂而已。

從訪談中發現，在外師的英語教學裡，學生喜歡分組，而且會想要跟英文程
度好的同學一組，他們認為除了一方面厲害的同學可以幫忙組別得分，另一方面
是可以從相互討論中跟程度好的同學學習。前面也有提及學生有時候會聽不懂外
師在說什麼，這時候就很需要同儕之間的力量，比如說同學間的提示、講解、翻
譯抑或是集思廣益。
然而，事實上，分組不代表就會有很多「討論」的權利。由於外師聽不懂中
文，也不喜上課吵鬧，若學生交頭接耳，則會被視為在講話，就如同 Roger 所說：
「但是老師會覺得太吵。」
（20160520 訪－2BI－2）而不被允許說話，因此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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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組的情況下，也是趨近於獨立作業，或者因為是搶答活動，也沒有太多時間
讓大家討論，因而讓晴天班學生一致認為英情課很少有討論的機會：
Shawn: …英情課一般外國老師都是比較…嗯…獨立一點這樣子。
Danny: 要獨立回答的。
Shawn: 比較不會那樣小組一起。
Danny: 英文課我們就會討論，比如說，這要怎麼唸，討論討論討論….
Shawn: 一般的英文課是會說，你猜，他會說什麼? 有一些他會說什麼? 然後小組
討論猜猜看這樣子。
Jordan: ….在普通的英文課比較常討論。
（20160505 訪－1BG－4）

晴天班學生在訪談中表示，在課堂上碰到不會的或聽不懂的地方，也不太會
想要去問外師，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用英文的語句問老師，即便問了，老師也
只能用英文解釋，他們有時候還是會聽不懂，如 Sandy 所說的：
「…而且不知道怎
麼問老師….假如說你不懂這是什麼東西，然後你就說 ”teacher, what’s this?” ，teacher 又
不會用中文講解。」
（20160617 訪－2GI－6）一語道出大部分學生的心境，所以選

擇直接問同學比較快，同學還能用中文解釋，其幫助遠比老師還要來的大。因此，
晴天班學生認為上英語情境課的時候若能有更多討論的空間，對學英文是有幫助
的：
Henry: 讓我們知道很多不知道的東西。
Shawn: 讓我們學到更多英文單字….跟句子的意思。
研: 哦，你說透過跟同學討論，可以更知道單字跟句子的意思?
Henry/Shawn: 嗯，對!（20161219 訪－3BI－1）
Jeremy: 有啊，不會的可以問那些厲害的啊，你跟厲害的坐在同一組的話，你可以
問旁邊厲害的。
研: 那你要問他什麼?
Maggie: 那個單字要怎麼唸。
（20161220 訪－3MI－2）
Danny: 可以合作，討論一下。
研: 要討論什麼東西?
Danny: 就討論老師的問題….像是他問我們這個是什麼，我們就再討論一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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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會想一下是什麼。
（20161223 訪－3BI－4）
Ellen: 就會比較記得吧! ....因為同學跟同學之間….他們是….呃，我們是比較可以….
腦筋想的是比較相同的，但是老師跟同學之間，老師就會想比較….嗯…難度比較
高的，然後同學就會想比較低的，然後這樣就湊不起來。….就是我們可以互相…比
方說我知道這個區域，他知道那個區域，然後兩個就會互相交換。
研: 嗯…妳是說妳可以問他的意思嗎?
Ellen: 對，我可以問他，然後他可以問我…我也有我厲害的地方，他就可以問我。

（20161227 訪－3MI－5）
學生認為分組合作，由於成員的組成各有其具備優勢的地方，可以彼此討論
老師在課堂中拋出來的問題以及不會的部分，進而能更加瞭解上課內容，也學到
更多單字跟句子的意思。而學生提到的合作恰巧就是情境教學的特色之一，
Brown 等人（1989）指出合作學習於情境學習中的四項功能：蒐集不同問題解決
策略、扮演不同角色、克服不良的學習策略及概念迷思、提供合作性的互助技巧。
邱貴發（2006）也指出，一個社群中必定有「分散式專精知能」的認知過程，認
知和學習是來自不同的人和地方，其專長、知識技能分散在社群裡的每一個人身
上，每個人都有他能貢獻之處，經由學習者之間的傳授、溝通、討論、分享等，
使得知識得以被共享，實務社群必然「分工合作」的學習。
同理可證，在處於英語為第二外語的情境學習當中，研究者認為學生其實是
很積極地在同學間尋求可以懂得上課內容的學習機會。若外師能適當地實施分組
合作學習，同儕間分散性智慧的「鷹架互助」能夠在英語情境課中發揮很大的學
習作用，讓學生能透過討論、口語協助、意見交換、有經驗者的輔助和教導等，
提供彼此學習鷹架，達到英文知識的分享與提升。

五、 學生認為影片教學生動有趣，但沒有附上單字的影片無聊、看不懂又學不到
東西
有時候在課堂上，外師會播放影片輔助教學，好讓晴天班學生可以更清楚主
題內容在上什麼；例如，在上體育（PE）主題的時候，為了要讓學生知道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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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國外遊戲 4 square，外師便在講解完英文規則後，播放外國小朋友實際在打 4
square 的完整影片給全班看，或者上到旅行社（Travel Agency）主題的時候，外
師在教完美國、英國、埃及等國家的有名景點和異國美食的單字之後，就會播放
那些國家十大景點的影片，希望透過真實的影像讓學生的印象更為深刻。
研: 你們喜歡在上課的時候看影片嗎?
Kevin: 喜歡! …我覺得可以的原因，就是那個，因為這樣就不用猜老師的意思是什
麼，因為就有影片可以告訴你是什麼意思之類的。
（20160421 訪－1BG－1）
Mara: 可以學到課本裡面大概只是簡介，影片它是會更完全、更完整地告訴你。
Ellen: 會覺得更生動!（20160616 訪－2GI－5）
Danny: ….影片有說要怎麼玩。
Henry: 會比較懂那個遊戲要怎麼玩。
Shawn: 應該是比較有樂趣吧!
Henry: 比較知道要怎麼玩，不然玩的時候會不知道怎麼玩，然後你 out 的時候都
不知道。
（20160505 訪－1BG－4）

比起課本裡生硬的圖，影片中豐富的影像能帶給學生們生動的感受，從 4
square 影片中可以更了解遊戲規則，而不用一直去猜測外師在講什麼，更重要的
是，如同 Danny 所說的「因為是動態的!」（20160604 訪－2BI－4）因而讓晴天班
學生覺得看 4 square 動態影片很有趣，也間接能從中了解老師所要傳達給他們的
意思，懂得要怎麼玩遊戲。
不過，影片固然可以提供某些協助，帶來理解，但有時候其實不然。於課堂
觀察期間，看得出全班很認真地在觀看旅行社（Travel Agency）有關世界遺產的
教學影片，但透過訪談才發現，其實學生覺得很無聊，而且有看沒有懂：
Shawn: 我覺得影片好無聊!
研: 為什麼無聊?
Danny: 大人比較喜歡。
Shawn: 大人才會看的，小孩不會看的…而且講很多雜七雜八的英文，超無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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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y: 不喜歡，很無聊，因為都沒有聲音，都沒有人講話。
Maggie: 對啊!....看不懂。
Sandy: 對，它有時候介紹的那個不好看。
Maggie: 看到快要睡著….（20160617 訪－2GI－6）

旅行社主題中所播放國家十大有名景點的影片是由一很多景點的照片匯集
而成一部影片介紹，片中沒有旁白說話，只有音樂配樂，套句 Danny 在形容影片
時說的「純英文啦!」
（20160505 訪－1BG－4）
，遺跡景點的歷史簡介以一大篇幅
的英文字顯示在照片上，並且很快地就隨著下一張照片而消失。晴天班學生認為
這樣的教學影片很無聊，不僅令人看不懂，也學不到東西。
Shawn: 對，幾乎完全沒有用，都是看好玩的!
Danny: 感覺無聊!
Shawn: 學不到什麼，幾乎完全學不到，因為超無聊的!
研: 那為什麼學不到?
Shawn: 因為都會講雜七雜八的東西，只能看著圖片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Henry: 播的都是英文的單字而已。
研: 哦～英文看不懂?
Jordan: 他就是有回答一些單字是什麼，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的單字要怎麼拼…就是
它只有講英文，它下面不會有寫單字….如果你是要了解他東西的話，你為了看那
個英文節目，你為了知道它單字要怎麼拼，它要是下面有再多加一些字會比較好。
Shawn: 它下面還寫那個幾歲那些的….
Henry: 它的歷史…看某（台語，看不懂之意）。
Danny: 看到霧煞煞!
Henry: 而且字幕出現的時候又很快…
Shawn: 想要比較有趣的影片!
Danny: 要加中文比較好翻譯!（20160505 訪－1BG－4）
Joanne: 圖片還是不懂啊!...我不懂那個意義是什麼，我不懂它要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20160623 訪－2GI－7）
Charlie: 看影片也不一定能更深入。
研: 是影片太難看不懂?
Charlie: 呃…它就只講一些…它下面不是有一些英文介紹嗎? 就看不懂!

（20160628 訪－2B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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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班學生認為在課堂上看國家十大景點的影片不見得能更深入或更了解
該課內容。由於影片上附的字幕是一大串他們看不懂的英文歷史介紹，除了認識
金字塔、萬里長城等有名景點之外，其他不曾看過的外國建築物即使看圖，也不
懂那張圖片所代表的意義為何，任由影像在眼前一幕換過一幕，看不懂，也學不
到什麼。學生認為影片中不該呈現無助於瞭解的密密麻麻細小文字，而是應該在
圖片中附上那些景點的英文單字，簡單地顯示出來，讓他們能夠看圖片對照景點
單字，也能知道怎麼拼音，或者再加上中文翻譯，如此一來才是一種有助於理解
的學習。
王仁癸（2009）提出多媒體教學是能運用在小學英語教學，以達到情境學習
效用的方法之一。多媒體科技如影像、聲音或影片等可輔助學習，其營造出來的
情境要提供學生能將所學知識與真實生活連結，同時也提高學生參與課堂的興趣。
然而，晴天班觀看影片的狀況則誠如 Rogers（1989）所言，教與學在課堂中的實
際相遇，教師實施的運作課程和學生的經驗課程往往不一樣，甚至產生很大的落
差。一大串形同符號的英文字以及由靜態圖片所合成的影片，學生看不懂繼而無
法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更遑論要將課堂所學與真實世界做結合。外師原先是欲
讓學生透過影片更了解主題內容中的外國景點、文化，但在經過學生的自我詮釋
之後，這項活動似乎就顯得沒那麼有意義了。

貳、學生對教材內容的經驗
一、學生認為能連結日常生活與提供外國文化的課程主題才是有用的
（一）學到的主題單字和對話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在國內或國外都會用到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課的教材是由該校情境中心的外籍教師所自行設計，依照
不同年級給予不一樣主題和程度的課程。在外師授課的部份，晴天班學生在四年
級時接觸到六個主題，亦即 Airplane Cabin（機艙）、Fast Food（速食餐廳）、
Information－MRT（捷運）
、PE（體育）
、Travel Agency（旅行社）與 Movie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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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
，而這些主題的課本內容主要由單字和對話組成，再加上一些練習題。
英語情境課，顧名思義其目的即是提供真實的語言學習環境，讓學生能透過
親自體驗、探索來學英文，因此課程大多會有相對應的活動與遊戲，例如上速食
餐廳或旅行社就會有角色扮演的活動，上 PE 就會玩 4 square，上電影就會看預
告片等，而這類型自己能藉由活動來體驗與玩樂的主題通常也會受到學生的喜愛，
覺得有趣又好玩。而透過問卷和訪談，得知晴天班大部分學生都認為英語情境課
的單字和對話，與一般英文課所教的內容很不一樣，他們覺得英情課的單字相對
英文課的來說，不僅長又難，有時候比較難了解，但比較有趣、特別：
Ellen: 很難!
Lily: 超難! （20160428 訪－1GG－2）
Shawn: 就英情的比較難一點! （20160505 訪－1BG－4）
Henry: 比較有一點….蠻多都不知道。
Shawn: ….但是我覺得這種比較特別一點，因為一般英文課不會上這個。

（20160527 訪－2BI－3）
Jordan: 英文課的比較簡單，英情課的比較難。
Danny: 英情的比較有趣!
Jordan: 我也覺得英情的比較有趣!
研: 為什麼?
Danny: 比較特別啊!
Jordan: 因為英文的（一般英文課）我都覺得它是和安親班一樣就是…和安親班一、
二年級在教的一樣，就一直循環一直循環，你就會覺得有點無聊。
Danny: 好普通。（20160604 訪－2BI－4）

另外，英文課本的對話內容都是固定人物在聊天，但英情課本是有不同的角
色可以讓他們自己實際對話，雖然比較難、但也較實用。因此，他們認為從四年
級上的主題當中能學到知識，且都是日常生活中會需要用到的，具有實用價值：
Shawn: 很好用!
Henry: 生活裡面….蠻好用的，因為這些都是生活中需要，一定要知道的東西。
Shawn: 有一些是生活中會用到的，有一些是要出國玩才會用到的。

（20161219 訪－3B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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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a: 有啊，蠻有用的!（20161222 訪－3GI－3）
Ellen: 我覺得很有用耶，因為我之前在我家附近遇到一個外國人，然後他就問啊，
有的時候還會有那個外國人，然後….要去速食餐店。（20161227 訪－3MI－5）

晴天班學生認為能從英情課裡面學到不同範疇跟日常生活有關的知識，並且
主題裡面教的對話和單字可以應用在生活當中，而研究者發現學生所謂的「生活
中會用到」大多指的是「國外的生活」，亦即他們會認為某些主題是為了以後要
用在外國生活或遊玩之時。以 Movie（電影）主題來說，學生覺得主要可以學到
電影的類型要怎麼用英文說，以及朋友之間交談像是找座位、談論對電影的觀後
評價如 good, awesome, terrible, so-so 等要如何講，而這些對話是之後可以常被應
用於英語系國家的，繼而相當肯定電影的實用性。
Henry: 就是那種….電影的那個對話到講英文的國家就可以應用這個去看電影。
Shawn: 就是有一些單字啊，那個外師會教我們用更加強調的一些方式….就是強調
那個程度啊!
研: 哦! 你說這部電影怎麼樣!?
Shawn: 對啊，那種強調的感覺。
（20160527 訪－2BI－3）
Maggie: 因為你可以看電影的時候知道有哪一些是什麼喜劇、什麼鬼片什麼的。

（20161220 訪－3MI－2）
Jordan: 電影，可以知道那個電影的類型是什麼，就可以知道它是什麼電影。雖然
我們知道用中文怎麼分類，但是我不知道用英文怎麼樣….怎麼樣講。

（20161223 訪－3BI－4）
而學生也認為 Fast Food（速食餐廳）主題在國外是實用的，能運用課堂所學
的點餐句型換成套別的單字去買東西，如 Ellen 說的：
「嗯，假如買東西的話，就可
以把漢堡換掉，然後換成要代的那個東西。」（20161227 訪－3MI－5）無論是在國

外的麥當勞還是肯德基，都能用這個跟店員溝通。
Mara: 就是以後如果外國可以跟店員講話。
（20161222 訪－3GI－3）
Ellen: 因為速食….因為假如去外國想要去吃麥當勞的話，就可以用。

（20161227 訪－3M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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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Information－MRT（捷運）主題也讓學生覺得跟日常生活很有關連。
其一部分是在教有關民眾或遊客捷運搭乘的相關句型，例如要怎麼到___地方?
或者可以搭乘____線的捷運等，之後出國也能替換句子中的單字，到別國搭捷運
就能用上這些知識：
研: 那你們覺得上的那六個主題有實用嗎? 就是有沒有用?
Henry / Shawn: 有!
Henry: 因為這些都是跟日常生活很有關的，像捷運….去別的國家去坐捷運的時候，
就可以應用這些句子跟單子來上捷運（搭捷運）。
（20161219 訪－3BI－1）

不過由於該主題裡面還有教到一些本國旅遊景點的部份，因此學生還會自行
將對日常生活的「實用範圍」分成國外與國內，學生認為在台灣才會用到的是當
他們更熟悉台灣景點，有外國人來台旅行問路或詢問捷運如何搭乘時，就可以回
答或介紹，這時上課所學的知識就能派上用場。
研: 那這樣在台灣才會用到的像是什麼?
Henry: 就是外國人問你這個景點在哪，你就可以跟他講，因為你就剛好知道這個
東西，這個東西在哪，然後你又剛好聽得懂他說他指的那個東西是哪一個東西。
研: 哦～你說可以跟外國人介紹說那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Shawn: 對對對!
Henry: 然後在哪裡，如果他有問的話。
（20161219 訪－3BI－1）
研: 那妳們覺得捷運景點那課呢?
Mara: 就認識那邊的景點啊，就比較熟悉啊!
Sandy: 就認識景點，如果有外國人問我們，就可以跟他講啊!
Mara: 對啊! （20161222 訪－3GI－3）
Danny: 我覺得捷運蠻好用的!
研: 怎麼說?
Danny: 就是很多自由行的人.…因為不可能走路嘛，他基本上都坐捷運，坐捷運他
問什麼東西，我們就可以幫他回答。（20161223 訪－3BI－4）

有趣的是，除了上述說的實用範圍，學生也會依自身的經驗評斷主題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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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度」
。舉例來說，學生認為 Airplane Cabin（機艙）的主題學到很多的是認識
飛機裡面的構造、設施物品如 aisle seat, overhead bin, tray table 等，而學到的對話
內容也能在坐飛機時用上，但他們卻認為這個主題的實用性沒那麼高，因為這些
知識只限於搭飛機的時候才會比較有用，而搭乘次數通常也不多：
Henry: 應該不常用到，因為頂多就是，如果假如說去美國，就去一次，然後再回來
一次，沒有到….
研: 哦，你說只有搭飛機的時候才可以用到?
Henry: 對，不常用。
（20161219 訪－3BI－1）
Danny: 有，有，我現在出國都有外國人。
Jordan: 類似 over head bin 那種，就類似飛機裡面的東西，或者是怎麼樣跟空服員
說我要什麼東西我要什麼東西。
研: 所以你覺得飛機的比較有用?
Jordan: 可能坐飛機的時候才會有用吧!
Danny: 對，如果你都沒坐飛機，這個也很少會用到。（20161223 訪－3BI－4）

還有 Travel Agency（旅行社）主題也是被學生認為比較少能夠使用到。雖然
能學到其他國家名稱、地標、美食等特有的東西，但這些要出國遊玩或者和他國
的人交流才會用上這些有關國家的知識：
研: 像哪一些是出國玩才會用到的?
Henry: 就像這種（指）
研: 你說國家?
Henry: 對，國家跟他們裡面的美食，他們的建築物。
Shawn: 他們的美食那些、建築物啊，要到國外的時候才會用到，國外的時候要買
東西才可以用得到。
（20161219 訪－3BI－1）
Danny: 國家比較少在用。
Jordan: 國家通常都是別國和別國的人碰面，他可能比較常用到，他會問你是哪個
國家的人才會用到。
Danny: 因為我們講話很少會聊到國家。
Jordan: 或者是你要出國的時候，就會講到國家。
（20161223 訪－3B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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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整體而言，晴天班學生認為課程主題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
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能應用在未來的日常生活當中，並與外國人溝通的知
識媒介，因而肯定這些主題為「有用的」。在英語的學習環境下，真實的教材內
容扮演著營造語言學習情境脈絡的重要角色。Castillo et al（2013）即指出若真實
材料的議題內容能緊扣著日常生活，學習者會更積極投入他們熟稔的領域，也就
是說，當課程中的主題、教材內容等貼近學習者的經驗世界，對他們而言才是有
意義的學習，同時也能體會到英語是一種能作為溝通之用的利器。而學生此時此
刻身為學習的主體，並不會空等著學校課程將其填滿，而是會以自己的先備知識、
價值態度和行動能力等主動地去加以詮釋、轉化或抗拒學校教育欲傳授的內容
（謝小芩等人，1999）。同理，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晴天班學生亦是將自身的生
活經驗與課程主題連結，進而思索並賦予所學內容不一樣的價值。學生會根據自
己親身的經歷及生活來判斷這個主題的有用與否，並依照他們的認知，對「實用」
這部分給予不同程度的評價，如電影、捷運景點、麥當勞是在國內生活周遭唾手
可得的經驗，很容易碰得到，也會把這些經驗類推至國外的生活，認為這些主題
會經常用到；但反觀像搭飛機、旅行社是他們平常較少接觸到的，因而認為沒那
麼常用。雖然有些主題須用在某些特定的時機與場所，有其侷限性，但從學生的
想法能理出一共通點就是，它們在不同場合都能用得到，具不同用途和實用價值。

（二）能提供外國文化的主題才是有用的
前面在主題的部份有提及 Information－MRT（捷運）除了教大眾運輸工具搭
乘的日常用語，同時也有涉及到如何以英文來講國內旅遊地標，如台北 101、中
正紀念堂、國立故宮博物院、士林夜市、貓空纜車、北投溫泉等台灣著名景點。
晴天班中有學生認為由於這些地方皆位處於台北，也是本來自己就已經熟悉的事
物，因此對 MRT（捷運）主題感到興致缺缺，甚至覺得無聊：
研: 為什麼不喜歡 MR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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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因為平常在台北就有了啊，就可以用母語講，為什麼還要再用英文講?...我
只喜歡用一些有用的。
研: 所以妳覺得學中正紀念堂沒有什麼用?
Ellen: 對啊，因為在台灣啊，自己走就可以了啊!
研: 哦～妳想要學到台灣沒有的東西?
Ellen: 嗯!
研: 像是什麼東西?
Ellen: 像是金字塔。
Mara: 一些文化，比薩斜塔之類的。
（20160616 訪－2BI－5）
Jeremy: 因為我們都知道自己國家有什麼，為什麼還要老師教啊?
研: 所以你們想要學國外的東西嗎?
Maggie: 國外的東西比較不知道啊!
Jeremy: 對啊，沒去過的也知道了!（20161220 訪－3MI－2）
Charlie: 沒感覺，很無聊!....它的那個站我都去過了。
研: 哦，你覺得台灣的東西很無聊嗎?
Charlie: 對，捷運那個我都坐過了，哪一站我都坐過了。
研: ….知道它的英文不是更好?
Charlie: 幹嘛要知道? 我們台灣人耶!（20161227 訪－3MI－5）

從訪談內容來看，學生以一種「文化的視角」在看待所學主題內容，他們認
為用英文學台灣的景點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這些平常在台北就能接觸得到，也
是身為台灣人很習以為常的；繼而認為英語情境課應該提供的是更多他們不認識、
沒學過的外國文化，或是有關國外事物的主題。顯然，學生將主題視為能夠認識
更多文化的窗戶，帶領他們去看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這樣的主題學起來才是
有用的。

二、學生認為黑白的課本內容無聊不生動且讓人看不懂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課的課本為學習內容與練習題材所結合而成，也是唯一的
一本重要上課教材。然而，裡面白紙黑字的風格卻讓晴天班學生很不領情，也感
到很不喜歡，甚至覺得課本不重要、不想看，因為沒有顏色的課本一點也不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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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單調乏味的黑白兩色引發不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Roger: 我想要它變成彩色列印!
研: 哦～你說不要裡面都黑白的?
Jeremy: 對對對對!
Roger: 對，因為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豐富!（20160421 訪，1BG－1）
研: 妳說看課本的時候很不重要?
Lily: 因為課本…
Ellen: 很無聊!
Lily: 對啊!
研: 哪裡無聊?
Lily: 都沒有顏色!
Ellen: 對，都沒有顏色，說得好!
Mara: 對，課本裡面都黑白的….白紙黑字….這學期的課本都沒有顏色!
Ellen: 都黑白的，很醜! 很醜!
Lily: 我不喜歡!（20160428 訪－1GG－2）

實際上的英情課本確實是如此，彩色封面和封底包裝著黑白內文。全黑白的
內容不僅讓學生頗有微詞，同時也影響著「學習效果」。晴天班學生一致表示沒
有顏色的圖片既不豐富也不生動，還會有看不清楚、看不懂的狀況，即使想要在
老師課堂講解之前先自行預習課本，以圖片對照單字，有些根本看不懂；書本該
是傳達知識的媒介之一，但當它吸引不了學生的目光，還造成學生有看沒有懂，
其意義也就大打折扣了。
經過一番仔細審視，研究者認為，雖然圖片通常從全黑到全白中間有很多種
灰階色，但真實照片類型的圖像，若當中有複雜或太過擁擠的影像，會導致整個
畫面黑成一片，再加上有些圖片本身已是模糊不清，有時候為了排版問題，圖片
會被壓縮至很小一張，自然對圖片內容的辨識度不是很高。也因為如此，晴天班
學生紛紛表示希望課本內容，尤其是圖片，能像封面一樣能印成彩色的。
Roger: 有一些就看得懂，有一些就看得很不清楚…它都用印的對不對…
Kevin: 有一些看得霧煞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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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不喜歡，太黑白了，實在太黑白了…除了封面是有顏色的，其他的都是…
Jeremy: 內容不好看。
研: 什麼是內容不好看?
Jeremy: 黑白啊，一點也不豐富!
Kevin: 封面是還蠻喜歡的，只不過希望把裡面那些也變成彩色，不然我都看得霧煞
煞!
Roger: 就是感覺很死，就不會很生動。
（20160421 訪，1BG－1）
Lily: 而且我也不知道它在寫什麼。
Mara: 老師還沒講之前，我看課本其實是看不懂。
Ellen: 看圖片，可是它是黑白的，就覺得很不喜歡!
Lily: 不行，很無聊!
Ellen: 就不想看!
Mara: 我希望它能印像這種彩色的（指課本封面）
。
Lily: 我也希望!
Mara: 它畫的也沒有畫得很清楚，比如說有時候這邊露一個洞啊，然後…
Lily: 對啊，看不懂! （20160428 訪－1GG－2）

這也使得學生在訪談中透露是藉助電子白板上面清楚顯示的的彩色圖片才
終於搞懂課本圖片所要傳達的意思，如 Shawn 說：「終於了解….它這個全部都是黑
白的（指英情課本）
，投影片上面全部都是有顏色的。」
（20160527 訪－2BI－3）

除此之外，學生還認為黑白的圖片了無生趣，沒有實體的感覺；例如，學生
提到沒有顏色，他就沒有辦法體會也無法知道真實的美國國旗到底是什麼顏色
（如圖 4-2-3）
。另外，當對一個單字無法有所感受，進而無法去瞭解它的意思，
甚至還會因為摸不著頭緒而造成誤會；例如電影主題，主是要教學生以英文來說
電影的類型，像是動畫電影、動作片、喜劇等，但由於圖片的辨別度不高，學生
看不出那團東西是樹叢還是火堆，把屬於動作片類型的火燒車誤認為恐怖片（如
圖 4-2-4），還有學生把電影票誤認為報紙，因而產生字義上的誤解。
Danny: 太黑白了，沒有實體。
研: 太黑白了沒有實體?
Danny: 對啊，沒有感覺!
Henry: 我覺得要印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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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n: 我覺得太無趣那樣子!
Jordan: 太無趣!
Danny: 比如說 America 的這個到底是什麼顏色的?（如圖 4-2-3）….還有恐怖電
影這個…這個就沒辦法知道…這是棒球跟飛機嗎? 還是什麼東西?（如圖 4-2-4）
研: 哦～了解，就是看黑白的有時候會…
Henry: 誤解，誤解它的意思。
Shawn: 這個是火燒車。
Henry: 這個本來以為它是鬼片…（如圖 4-2-4）
Shawn: 幾乎完全看不懂後面那是什麼東東，黑白的幾乎看不懂是什麼東西這樣。
Danny: 那到底是樹還是火!?（20160505 訪－1BG－4）

圖 4-2-3 沒顏色的美國國旗
資料來源：學生英情課本。

圖 4-2-4 黑白圖片造成誤解

另外，學生還認為比較難的單字應該在旁加註中文翻譯，若遇到圖片看不懂
或者單字講解聽不懂的情況，中文可以幫助理解：
研: 哦中文～你們會希望課本旁邊寫中文?
Charlie: 對啊，有些如果看不懂，然後也不會唸，旁邊有中文的話，老師會教英文，
可是卻不會教中文，因為他們是英文老師….我比較希望可以一直看到這些上面的
中文。
研: 你希望上面都有中文，你希望全部單字都有中文?
Charlie: 對!....我倒是覺得一些比較難的，如果老師覺得一些比較難的，我覺得應該
要在旁邊放個註解。（20160421 訪，1BG－1）

上述的情況即如同詹餘靜（2000）所指出的，影印的教材色彩不如彩色印刷
那般生動，自然不容易吸引學生的目光。此外，依據情境學習論者提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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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一種分散性智慧，認知活動不是只存留於個體的心智內，而是會與工具和器
物進行一種認知的思考關係（黃永和，2009），也就是知識是散佈在整個情境脈
絡中，書本、教具、圖卡中的知識也是情境中的一部份。
而在學習情境中，晴天班上課使用的教材內容就是其中一個提供知識意義的
重要工具，研究者認為小學生是處於在一個對未知會充滿想像空間的階段，他們
會藉由圖像和繽紛色彩來增進對單字的理解，也能在腦海中有更熟悉和深刻的印
象，在外語情境語言學習的環境更是如此，當聽不懂外師說的話，彩色圖片的重
要性大增，學生會將圖片的影像與教師的講解進行連結，並會如楊家興（1995）
所說的，去從不同的學習資源中去探索、比較、釐清，進而對英文知識的意義有
所領悟和了解。因此，當能有機會引出學生的寶貴聲音，我們應該給予傾聽和重
視，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帶給學生更符合他們內心所想的豐富學習教材。

三、學生對課本練習題呈現分歧看法
（一）部分學生認為抄寫的練習題有複習和加深記憶的功用
課本內的練習題材不外乎就是希望能讓學生藉由練習，更熟悉上課內容。而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英語文課綱（國教院，2016）中，國小中年級在語言能
力（寫）上須要達到能夠臨摹抄寫課堂中所學的字詞/句子的學習表現，因此裡面
的練習題也有基本抄寫單字和句子的題型，除此之外，不乏也有一些較為特別的
創意類型題目。對於一般抄寫單字的題目，部份學生認為這樣的抄寫是有用的：
Charlie: 就大概是可以當作練習。
（20160519 訪－2BI－1）
Maggie: 那個有用，讓你練習。
（20161219 訪－3BI－1）
Danny: 可以記單字。
Jordan: 媽媽會叫我邊抄邊唸單字，比如說 china，你就要一邊 c-h-i-n-a，然後唸一
唸，就記起來了。
Danny: 你邊寫邊唸出來，這樣就可以記得那個單字怎麼拼。

（20161223 訪－3B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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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我覺得寫這種比較有用。
研: 妳說抄寫單字的? 為什麼?
Ellen: 嗯，因為呢，因為寫的時候會看到圖片啊，然後呢，就寫五次，然後呢，就
會知道原來它是在講這個。
研: 哦，妳說抄完之後會讓妳更知道這個單字是什麼?
Ellen: 對啊! （20161227 訪－3MI－5）

跟其他種類的練習題相較之下，學生認為單純抄單字是較為有用的，也把它
視為一種練習。學生在寫的時候有著各自的方法和習慣，有的邊寫邊唸拼音，有
的則是對照著圖片寫，不論是哪種，他們都認為能經由多次書寫有效地瞭解和記
憶單字。因此，抄寫單字有助於讓單字印象更為深刻，具有「練習」的功能。
另外，除了單字之外，還有一種是抄寫句型的習題（如圖 4-2-5）
，學生也認
為能幫助「複習」，而抄寫的這些語句以後在生活中可能會用到：
研: 哦～寫是複習的功用?
Mara: 對啊，就是比如老師上課的時候，你不太清楚，你自己再寫一遍，你就可以
比較清楚。
研: 那你們覺得會有意義嗎? 寫這種東西。
Mara: 嗯…以後應該還是會用到，就這些句子，造句，然後就可以…嗯…就是可能…
就是抄上去之後可能…就可能把它背起來，然後以後可以用到。

（20161222 訪－3GI－3）
Danny: 就應該對話上面就有一些幫助。
Jordan: 對話可能會用到。
Danny: 比如說我要去國外的電影院，我買票就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Jordan: 就會用到這些。（20161223 訪－3BI－4）
Ellen: 看到的時候….假如在外面看到的話，就可以知道哦～原來是這句，然後妳就
會了!
研: 妳是說會更記得句子嗎?
Ellen: 嗯，就看到的時候就會了解。（20161227 訪－3M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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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抄寫句型

資料來源：學生英情課本。

由於課本內容都是由主題對話和單字組成，抄句子理所當然也是針對對話句
型的臨摹抄寫。學生認為這不是單純的抄寫，而是在對話上面能帶來一些記憶的
幫助，也可以讓他們更記得對話的語句該怎麼講，未來在國外就可以用到，或者
以後看到相同或類似的句子，也會因為先前的記憶猶新，自然而然能夠學習遷移
和了解。
學生在訪談的話語，帶給研究者在看待習作上有了不同於以往的審視觀念。
以前總會認為此類習題無法引起學生太多興趣，然而這種看似基本、不會有太多
樂趣的抄寫練習，對這群學生來說，卻是別有意義，也因認為對未來是有用的，
給予認同與肯定。

（二）部分學生認為重複抄寫和對話填空的題型無趣而且沒有意義
相較於抄寫有益單字和句子記憶的思維，這群學生卻是認為只能對著格線寫
著同樣字母的重複抄寫活動是一種循環且無聊的字詞書寫活動，如 Shawn 所說：
「很無趣，沒有任何圖片，感覺好單調!」（20160505 訪－1BG－4），不僅無趣，而
且也沒有太多的幫助，如 Jeremy 說：
「然後我就寫單字，寫完就忘掉了…」
（201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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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3BI－1），寫完之後也隨即拋之腦後。句型的抄寫也同樣讓學生覺得沒有什
麼用處：
Maggie: 讀一讀就好了!
Sandy: 對啊，而且這還有讓你自己寫的啊，寫 what 什麼的這又沒意義!
研: 妳說再重抄一次句子沒有意義?
Sandy: 對啊!
研: 為什麼覺得沒有意義? 這樣不是讓妳更記得起來嗎?
Sandy: 如果比較難的就會讓我們自己寫，比較難的就讓我們自己填空，然後這種
的就比較簡單啊!
研: 妳覺得簡單的就不用再寫一遍了?
Sandy: 對啊!（20160617 訪－2BI－6）
Henry: 我覺得應該不必用這種東西。
研: 為什麼不必用這種東西?
Henry: 因為這個上面已經講句子怎麼寫了，就再抄就有點….
Shawn: 無聊!
Henry: 就是有點…感覺沒有什麼用!....嗯，因為這裡就已經跟你講了，然後把重點
都已經框….已經講過了。
研: 所以你們覺得這個用唸的就好了嗎?
Henry: 呃….就看過就好，然後就知道那怎麼唸，然後這句話什麼意思，就 OK 了!

（20161219 訪－3BI－1）
由於句子的抄法是要根據前面一頁的句型範本進行抄寫，學生認為前面已經
有提供正確的句型範例，再重抄一遍沒有太大的意義，同時也認為這樣簡單的抄
寫練習是不必要的，知道對話句型是什麼意思，以及那些句子該如何唸才是學習
真正的重點。
另外，還有一種題型是對話填空（如圖 4-2-6）
，將句子挖空的意義在於要讓
學生知道什麼字該配合什麼樣的句型和文法，以更熟悉角色的對話內容。然而，
這樣的題型設計也讓學生覺得沒什麼意義：
研: 為什麼沒有什麼意義?
Shawn: 因為翻來翻去，然後也是抄一抄，沒什麼意義。
Henry: 就這也不是我們自己寫的，都是抄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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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n: 也是課本的，也是沒意義。
Maggie: 沒有感覺。
研: 沒有感覺是什麼意思?
Jeremy: 意思就是說，什麼也沒有…寫過也全部忘記了! （20161219 訪－3BI－1）
Danny: 那是正確答案，不是自己寫的。
（20160604 訪－2BI－4）

學生認為這種雖然不是寫完整句子的題型，也許前面一兩個他們會自己動腦
想，但後面就直接抄前面課本裡的對話句型，因此句子裡面的空格基本上也是用
抄的。而這樣子的抄寫方式，既不是類似造句須自己寫新句子，亦不是用頭腦想
的，而是照抄前面就已有的正確答案，填入該空格內，寫完也不會記得，如同上
面 Jeremy 所說和 Henry 說的：「就這個沒有到很有意義，就抄一抄，而且有時候抄一
抄還會忘記，還會寫錯。」
（20161219 訪－3BI－1）
。顯見，單純抄寫的練習活動完

全沒有帶給學生任何意義，亦沒有獲得學習的價值。

圖 4-2-6 對話填空 資料來源：學生英情課本。

（三）學生認為「找字」
、
「畫圖」與「縱橫字謎遊戲」等特殊型態的習題有趣又
能更了解所學單字
課本教材內習題之類型的豐富度，往往能在練習的過程當中帶來書寫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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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向提升學習興趣的吸引作用。彩虹國小英情課本有著基本的抄字、填空等
題型，同時也提供跟一般在學校英文教科書教材較少看到的特殊練習活動。雖然
前者讓學生產生分歧意見，如有的認為能幫助單字記憶，有的卻認為枯燥乏味又
沒有學習意義；然而多數晴天班學生對於後者特別類型的題目皆是感到肯定的，
以下針對課本內不同類型的練習題，呈現學生認為這些有趣的習題對他們學習有
何助益的聲音：
研: 那你們可以跟我說，它除了很有趣、很好玩之外，它可不可以學到什麼東西?
Henry: 讓我們學到那些字。
Shawn: 單字!
Henry: 有時候，因為找字遊戲我都是看那個怎麼拼，然後再找，找到的時候，就可
以剛好…就這樣畫的時候，因為畫很慢，所以就可以剛好記住那個單字怎麼拼。
Shawn: 我畫圈之前，畫起來之前，會先看一遍，確認一次；然後找到的時候，也
會仔細看一遍確認是一樣的，才會畫起來。
研: 所以你們覺得有讓你們更記得單字?
Shawn: 嗯，有!（20161219 訪－3BI－1）
Mara: 就比如說我們找的時候，就可以順便看一下單字，然後認識那個單字，然
後不會的話可以翻前面看。
（20161222 訪－3GI－3）
Jordan: 好像會。
Danny: 會，因為你那個要找的時候，你要記起來那要怎麼背，所以你就會想到。
研: 哦，你說會記得單字要怎麼拼這樣嗎?
Danny: 你就想那個 think，然後你就找找找找找，然後你就記下來這個（think 單
字），然後 t-h-i-n-k （找到並圈起單字 think 之意），這樣就好了。
Jordan: 像我們平常找這個的話，我只會…比如說這是 good，然後我可能….它 good，
可能我就只記 go 就去找看哪邊有 go，然後再到下面看這是不是 good。

（20161223 訪－3BI－4）
在所有的習題中，學生最喜愛在文字箱（word box）中「找字」
，一種在一堆
打散的字母中找尋英文單字的活動（如圖 4-2-7）
，這樣的練習題趣味性十足，如
Ellen 的形容是這樣的：「很好玩啊，很像偵探辦案，就是得分就耶! 找到了! 會有一
種 surprise 的感覺，很有成就感!」
（20160616 訪－2BI－5）
。而除了好玩、有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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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為找字遊戲帶來的附加學習價值是能更記得單字，他們會藉由為了找四散在
字母裡的單字，先看過該課單字，或者邊想邊找，往前翻閱再複習，慢慢用筆圈
畫的同時，有意無意間地，將單字的拼音給記了起來。有趣的是，學生運用不同
的方式，卻都巧妙地達到相同的學習結果－加深了對單字拼音的印象。

圖 4-2-7 文字箱找字遊戲 資料來源：學生英情課本。
其次，「畫圖」不單只是好玩的娛樂，而是也能讓學生從繪圖樂趣中獲得有
意義的學習。雖然這項課本活動不多，僅出現在電影（如圖 4-2-8）
、速食（如圖
4-2-9）和捷運三個主題裡，然而卻能讓學生的想像力奔馳，畫上專屬於個人特色
的圖畫，建構起對字彙的概念：
Henry: 我覺得…就是假如這課上到那個 movie，如果它叫你畫一個東西，然後就
畫….就會更記得這個圖片代表什麼意思，還有單字。….不然如果沒有畫的話，以
為這個是這個…
Shawn: 比較有趣，用畫的會比較有趣!
Henry: 就讓我…本來是…它是叫…本來今天播放的是這個，我還以為是這個，就
是上面寫這個英文單字，然後我不知道它的圖片長什麼樣子，然後就會以為是我要
看的那個電影，但結果不是（搞錯電影類型之意）
。
研: 哦～所以如果今天要畫一個恐怖片，然後你就畫一個恐怖片，那你就會了解恐
怖這個單字?
Henry: 嗯! 非常地有意義!（20161219 訪－3BI－1）
Mara: 我也覺得很好玩!....有啊，就是你畫出來後，你就可以知道那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是…可以認識那個單字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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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2 訪－3GI－3）

Danny: 有，你畫菜單嘛，你就需要英文，你就要把那個英文記起來，然後寫上去。
Jordan: 可能對我來說比較有幫助，它可以讓你想到很多聯想，然後你要把你所有
的重點都畫在這裡面，你可以把所有的重點都畫在這裡面。
研: 什麼的重點?
Jordan: 就是嗯…比如說這個片，你可以把這個片的重點全都畫在這裡面，就統整。
研: 那你可以舉例說，比如說你要畫 action movie 好了，那你的重點是什麼?
Jordan: 就是它跟 scary movie 有什麼差別。（20161223 訪－3BI－4）

以電影的主題為例，晴天班學生認為一方面，透過自己將電影類型如動畫片、
喜劇、兒童電影等的插圖畫出來，會更認識、更記得那個單字；另一方面，也因
為能將自己對電影類型單字的認識延伸、聯想，統整出其所認為的重點特徵，以
自己的理解去畫、去詮釋單字，進而更瞭解動作片和恐怖片等有何區別之處。
前面有提及彩色圖像能幫助晴天班學生去猜測、知道字意，而畫圖則能幫助
學生更加深對單字的了解和記憶，釐清概念，以至於不會搞混。從這邊可看出，
學生相當重視「圖像」的傳達，圖像緊密串起單字的字義，豐富視覺效果和記憶，
對於在英情課的學習是有助益的。

圖 4-2-8 畫自己喜歡的電影
資料來源：學生英情課本。
圖 4-2-9 速食主題設計菜單
最後，「縱橫字謎遊戲」（word puzzle）也是一種被學生視為有助於學習的
課本活動，填寫方法則是根據旁邊給予的字彙描述提示，依序將描述所指的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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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縱向與橫向的方格（如圖 4-2-10），學生認為能從單字的描述字句中更瞭解
單字的意義，並能將之運用在未來與別人的問答之中，懂得他人在問什麼，也知
道所指何物。
Henry: 這個很有意義，因為這個可以讓你知道，就是讓你猜它這個….這個….它會
先給你一個提示，然後再把….找出那個單字，讓我知道以後人家問你這句話你要

（20161219 訪－3BI－1）

答什麼，或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Sandy: 這個就是它的意思啊!
研: 哦～妳說填完之後會更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Mara: 對對對，因為這邊就已經描寫出來了，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描寫來認識這
個單字。
（20161222 訪－3GI－3）
Danny: 這可以知道意思。….我覺得對意思有幫助。
Jordan: 嗯，就是別人問你這個東西是什麼的時候，你可以像這樣子的句子形容它。

（20161223 訪－3BI－4）
Ellen: 它可以了解意思，然後再寫詞。（20161227 訪－3MI－5）

圖 4-2-10 縱橫字謎遊戲

資料來源：學生英情課本。

然而，有學生表示外師會直接將縱橫字謎遊戲的答案寫在白板上，使得立意
良好的習題設計沒有發揮最大效用，他們也因此少了一些可以自己練習的學習機
會，甚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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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找字」、「畫圖」與「縱橫字謎遊戲」這三種特別的練習活動，
如同課程般，學生在面對既定習題的情況下，在書寫練習的過程中也有著各自不
同解讀和學習的方式。趣味的習題往往能引起較高的練習意願，然而學生也不是
只會流於表面的樂趣，而是會從中悟出個人對於學習的意義，習得更多對單字的
認知和理解，築起屬於自己的英文字彙知識，達到在習題層面的寓教於樂。

參、學生對評量方式的經驗
一、學生認為英情課非主科，不需複習也不在意英情考試
彩虹國小英語情境課程是以「學校本位課程」的方式增授英語學習時數，主
要是希望能透過外師英語教學及情境模擬的體驗和操作，增進對外國文化的認識，
更希望讓學生在沒有壓力的學習環境下提升英語的學習興趣和溝通能力。因此在
評量實施上，由於四年級的英情課獨立於學校正規課，在考試方面，並無所謂的
期中和期末考，只會在每個主題結束後實施平常考（包含筆試和口試），也因為
不屬於課程綱要明訂的正規課，因而平常考的分數亦不列入學期的成績系統裡。
對於平日考試的複習狀況，研究者僅能藉由課堂觀察，看到學生在外師要
發考卷之前，大家總是面露緊張地快速翻閱課本的景象；透過訪談才得知原來
大部分的晴天班學生私底下是將之晾在一旁，並不會複習，只有少數兩三位學
生有時候會為了英情考試而準備。而學生之所以會有上述的行為，能從下列幾
點他們對於英情考試的重視程度看出端倪：
首先，學生認為英語情境課不是主科，其地位也不像英文課那般舉足輕重，
需要花很多心力和時間複習、準備。前述有提到，建置首要目的是要提供零壓力
的英語學習環境，因此平時外師並不會特別要求學生一定要記或背英文單字等，
考試分數也不會算在學期總成績內，完全使學生能夠在寓教於樂中快樂地學英文，
但這樣也因而讓學生認為這是一門輕鬆的課，自然也就不太會去重視平日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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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你們會不會重視英情的考試?
Ellen: 不會，我只重視它的內容（上課內容），但我不重視它的考試。
研: 那英文課考試會準備嗎?
Ellen: 我英文課會準備，因為它是主科。
（20160616 訪－2GI－5）
Joanne: ….我覺得那個根本就不會算進去總分裡面，我媽也不會在意這個（指英情
課考試）
。
（20160623 訪－2GI－7）
Sandy: 但是我覺得英情隨便考一考就好。
（20160617 訪－2GI－6）

加上，晴天班多數學生都有參加校外英文補習，學生認為平常要應付的課業
負荷量已經夠多，沒有時間複習、也不會在意英情課的英文。學校的英文考試重
要性遠大於英情課的考試，只要能夠將身為主科的英文成績顧好，就已足夠。顯
然在學生眼中，補習班與學校的英文凌駕於英情課之上。
Jeremy: 我們只要一般英文考得 OK 就行了，因為我不在意這個東西。

（20160520 訪－2BI－2）
Shawn: 我在家裡都在趕我的東西….而且我還要處理背書、英文….雜七雜八的東西，
所以沒有時間!
Henry: 有時候會，就剛好有英情的功課就順便複習。
Shawn: 我沒有空，我趕著用學校的英文。
（20160527 訪－2BI－3）
Jordan: 安親班的還有網路上的（外師一對一）
、還有學校的，所以我英情都沒在背。
Danny: 跟我一樣，我就只有學校英文課跟補習班的，我英情課的根本不想理它，
現在就夠忙了! （20160604 訪－2BI－4）

其次，晴天班學生的父母親相當注重一般學校的英文和補習班，因此會嚴格
要求孩子一定要複習，也會訂定期中、期末考的目標，達到規定的分數就會給予
金錢或其他物質上的獎勵；然而，即使英情考試考再好，卻不會有那些獎勵。爸
媽的重視加上外在獎賞的鼓勵，促使學生也只看重學校和補習班英文，反而忽略
了英情課的課後溫習和準備。
研: 那你們會很重視這個考試嗎?
Charlie: 會…還好吧，應該是還好。
Kevin: 我都只重視期中考跟期末考，因為考 95 分以上，老爸會給我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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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因為英文課…英文情境的比較…那個…沒有那麼重要，但是其他期中考期
末考，如果我沒有考 80 以上，我什麼東西都沒了。
研: 哦～你說爸爸媽媽會要求你英文課的期中考跟期末考?
Charlie: 對，都要 80 以上。
研: 可是他們不會要求這個的考試要幾分?（英情課考試）
Charlie: 對!
Kevin: 我們家，不管我考怎樣，是不會要求啦! 不過有些像期中考跟期末考，到一
定分數之後是可以拿到錢就是了。用錢來鼓勵!

（20160519 訪－2BI－1）

Jordan: 反正爸媽都不注重這個，所以就背別的就好。
（20160604 訪－2BI－4）
Maggie: 我媽都不在意英情，只在意英文課。
Sandy: 媽媽會規定分數（學校一般英文課考試）
。
（20160617 訪－2GI－6）

簡而言之，學生會自行依據該科考試的重要性，以及影響學期總成績的與否
去評斷要付出多少心力，同時也會根據家長的關注程度和外誘激勵，而給予較多
的重視和努力。研究者認為，英語情境課程實施的理念和方式是基於要給學生一
個輕鬆學英文的環境，更是一種立意良好的美意。不重視考試不代表就沒有得到
學習的意義和價值，即使是小學生，也有他們超齡的一面，認為學習是蘊藏在上
課內容裡，考試並非最重要，就如同 Ellen 所說：
「就是只會針對它的內容，但是不
會針對考試。」
（20160616 訪－2GI－5）
，學生在無壓力之快樂學習的課堂當中學

到了什麼、獲得了些什麼才是學習的重點，也是英情課的首要任務。

二、學生認為筆試比口試困難
(一) 學生認為無單字提示需要自己拼字的考題很難
在每個主題結束之後都會實施筆試和口試的平常考，筆試的部份是由教該課
主題的外師自行出題，因此試卷的題型和難易度都會有些許的不一樣。就以四年
級下學期三個主題 PE、Travel Agency 與 Movie 的考試成績來說，PE 主題的考試
最讓學生感到困難，不及格人數也是最多，而他們提及的考試題型正是拉低分數
的主因。晴天班學生認為所謂的困難是在於單字的「拼字」，而之所以覺得拼字
困難，是因為題目只有附圖片，沒有給提示，造成圖有些看不懂，也不知道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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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拼字。
研: 那你們可以說怎麼樣叫作難嗎? 老師怎麼考你覺得難?
Charlie: 拼字，他常都考超難的，對我們來說超長那種，都背不起來那種。
Kevin: 就像這種要拼的。
（20160519 訪－2BI－1）
Mara: 拼音的。
（20160616 訪－2GI－5）
Maggie: 因為單字拼不出來（指 PE 考卷）。
Jeremy: 對啊，不會拼，然後呢，它上面也沒有給你（單字）
，然後它這些上面都有
給你單字（指其它考卷）
，然後只有這個沒有（指 PE 考卷）
。
Maggie: 對啊，我這個考超差的!
研: 哦~你說它上面沒有給你提示，所以…?
Jeremy: 對，我們都是依這些提示去分類。
（20161220 訪－3MI－2）
Sandy: 因為他要我們拼出來。
Mara: 對，他要我們自己拼出來，所以我們要去背。
（20161222 訪－3GI－3）
Danny: 這不是更難嗎，因為他沒有給我們提示，就只給我們一個圖片這樣子寫，

（20161223 訪－3BI－4）

說不定會不記得!

這類型的題目即是讓學生看圖，並在空格內寫下該圖正確的英文單字。看似
容易，但由於圖片旁邊沒有附上單字的提示，讓學生可以判斷和參考，再者一張
圖可能有多種含意，如 Ellen 所說：「這個看不懂它在畫什麼，因為….而且這個有很
多意思耶，這個有得分的意思，也有暫停的意思。」（20161227 訪－3MI－5）
（如圖

4-2-11） ，以至於他們有時候會看不懂圖片，不知圖片所要傳達的意思而造成誤
解，加上沒有提示，只能靠記憶自己拼出單字，因此他們認為「需要拼音的考題
很難」
。反倒在 Travel Agency 的試卷，有圖片又有單字可以直接圈選的題型，能
夠清楚辨識和判斷（如圖 4-2-12）
，相較之下就不會那麼難了；這現象就像 Jeremy
說的：「對啊，有字跟沒字，但是如果有字的話，我會，沒字的不會。」
（20161220 訪
－3MI－2）。
因此，比起需要拼字的筆試，晴天班學生覺得口試相對簡單很多，只要知道
怎麼唸，而不需知道怎麼拼音，同時也覺得比較輕鬆，壓力不會如筆試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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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為什麼比較簡單?
Charlie: 只要記得它怎麼唸就好啦，不需要記得怎麼拼。
（20160519 訪－2BI－1）
Jordan: 簡單! 而且口說它不會問那個單字要怎麼拼。
Danny: 對，口說根本沒有在問單字要怎麼拼。
（20160604 訪－2BI－4）
Henry: 就是不用…他看課本的時候，就不用….因為這種考試有時候還要背一些單
字什麼的，句子要怎麼樣拼，然後口試就這樣看一看，知道它的順序就 OK 了!….
他假如就比那個，你就說那是什麼東西，就不用把它拼出來，就只要知道怎麼唸。

（20161219 訪－3BI－1）
Sandy: 對啊，口試不用背啊，口試不用背單字，只要知道那是什麼單字就好了!
Mara: 給你圖片，你就說出那個單字，不用拼出來，直接跟他說，比如說他拿了一
隻螃蟹，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說 crab...可以不用比如說還要這樣 c-r-a-b，不用拼出來。

（20161222 訪－3GI－3）
Ellen: 簡單在看的圖片，然後說….只要說發音（口試），但是假如是這個的話，還
要先知道它的意思，然後再知道它的拼音（筆試）。（20161227 訪－3MI－5）

在口試時，外師會一對一詢問學生，隨機指課本裡的圖片讓他們回答單字，
或是問一些問題，他們只要回答某個單字或者簡單的小短句即可。因此，學生認
為口試不用背單字，只需要知道單字的意思，知道它怎麼發音，不需要將字母一
一拼出來，而這也就更凸顯了學生對於筆試的困難點是在於拼字，以及對單字記
憶的背誦。

圖 4-2-11 PE 考題形式
資料來源：學生平時測驗卷。

圖 4-2-12 Travel Agency 考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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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認為多選項的考題很難、很複雜，容易搞混
另外一種讓學生感到困難的是完成句子的考題，這類的題型是要將提示單字
填入挖空的主題對話句型中。晴天班學生認為這種題目考的是他們對於課本對話
的熟稔度，需要思考，平常更需要將句子看熟，才會知道要填入哪些字詞。即使
考卷上面有給單字提示予以選填，但他們仍然會有搞不清楚哪一個空格要填哪一
個單字的情況。
Henry: 就是出那種…像是這樣那麼多的題目，然後上面有字讓你填上去，有時候
就不知道那個到底要放在哪裡。….有時候會有一些相近的，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什
麼…（20160527 訪－2BI－3）
Mara: 這個我也覺得很難啊，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要填哪一個。
研: 但是妳不知道單字是什麼意思嗎?
Mara: 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要填到哪一個啊!
Ellen: 因為你句子也許看不懂啊!（20160616 訪－2GI－5）
Shawn: 填單字的簡單，填句子的很難，因為這個很複雜!
Henry: 因為這個要看那個課本它的順序，有時候你已經知道這個要填這個，但是
不知道它的順序是在這邊還是….
研: 所以是覺得句子會看不懂? 還是說選項…?
Shawn: 不是，是不知道要填哪一個，因為太多個選項了!
Henry: 就是知道它在問什麼，填空也知道是什麼，但不知道上面哪一個才是。

（20161219 訪－3BI－1）
晴天班學生認為選項太多，容易將相近的單字搞混，而就算知道單字的意思，
也可能因為不是很了解整串句子的含意而不曉得該放到哪個空格裡。研究者從收
集晴天班學生的英情考試卷中，發現他們之所以會造成混淆，是因為對話具有順
序性，每個字都有其相對應的位置，例如在旅行社的對話中，A: I want to go on a
vacation. B: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 A: I would like to go to America. B: Wh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merica? 這四個句子頗為相似，因而造成學生對於句子空
格裡該填 vacation 還是 America 等字的混淆，覺得填哪一個單字進去似乎都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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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如圖 4-2-13），因此學生認為「多選項的句子填空很複雜、很難」。

圖 4-2-13 多選項考題 資料來源：學生平時考卷。

三、學生期望趣味性的多元評量方法
情境論者主張情境學習的評量要融合學習者的學習過程與進步情況、學習環
境等，結合真實性活動，做一動態性的評鑑，也由於知識的習得是文化、活動、
情境脈絡下所交織而成，因此評量必須為學習的一環（徐新逸，1996；McLellan,
1996）。彩虹國小在實施英語情境課評量方面，雖然並無納入學期總成績，但仍
依循著傳統的紙筆測驗，另加簡單的口試，作為學生在該主題的學習成果。然而，
Young（1993）早已指出當學習的本質逐漸轉為與他人合作、智慧的分散與共享
性以及情境的深根，傳統式測驗是不合時宜的。而面對英情課的平常考，晴天班
學生認為考試並非是整張英文字考卷所帶來的壓力，而是要能夠有所吸收，如
Shawn 所說：「那要老師比較….嗯….比較能夠用學習的方式，才比較不會讓學生感覺
比較沒有心情啊!」
（20160527 訪－2BI－3）
，因此，學生也紛紛提出他們覺得除了

考試以外能夠展現他們對於課程內容之學習狀況的方法：
Roger: 他可以再印一本新的，也是像這種，但裡面是習題，而且不用算分數。

（20160520 訪－2B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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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n: 用填字的（縱橫字謎遊戲）
，這種可以呀!
Henry: 知道怎麼拼。
Shawn: 這樣會比較有趣一點點啊，而且比較簡單一點。….感覺比較像遊戲這樣子!

（20160527 訪－2BI－3）
Jordan: 我希望可以用「圈圈看」（找字），就是老師用平常他教的東西，他就會直
接把單字放在那裡面，然後他不給你題目，就是那單字怎麼拼，你要自己去裡面找。
就是圈圈看那種，下面沒有提示，老師平常教的單字，他就把它藏在那裡面。….只
是比較有趣味而已!（20160604 訪－2BI－4）
Danny: 我是想要老師說一個東西不用那樣子，就用畫的就好了，比如說 action
movie，你就畫一台車子，然後後面畫一大堆的火。
（20160604 訪－2BI－4）
Doris: 可以用畫圖的!
Lily: 我們都很喜歡畫畫….用畫畫!（20160623 訪－2GI－7）

在前面有提及三種學生認為可以在樂趣中學習的練習題，亦即「縱橫字謎遊
戲」、「找字」與「畫圖」，也同樣被學生認為可以用來評量課堂學習成果，這樣
的方式也因為比較像遊戲，能為評量帶來一絲趣味，而不至於枯燥乏味又有壓力。
而考試也並非只侷限於紙上作業的測驗，有學生認為平常的上課態度及參與
度也能當作評量的一種，像是課堂中的口頭問答或者用玩遊戲的方式進行抽問，
以作為平時的學習表現。
Sandy: 用玩遊戲的那種方式!
研: 那妳覺得可以怎麼玩?
Sandy: 抽到你，然後你就站起來說。
Maggie: 抽籤，抽到你就回答那個句子。
（20160617 訪－2GI－6）
Joanne: 用平常的態度就好了!....就是平常每個人都要回答問題。
研: 哦～妳說用平常的表現去打分數就好了?
Joanne: 嗯!（20160623 訪－2GI－7）

從上述的話語，可看出學生有著考試應採「多元評量」的思維，最後的成績
不是學習的唯一指標，而是也要包含平常的學習歷程，而這也剛好部分符合鍾邦
友（2000）所言的，情境學習的目標在於學生能否解決情境問題，除採傳統紙筆
測驗之外，評量應該更多元，「學習過程與結果」都是納入評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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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對情境設施的經驗
一、學生認為情境教室可以體驗和幫助融入情境，並認為情境道具有用，但若
能更真實則能更了解英文
（一）學生認為情境教室的佈置能讓人有身處在真實情景的體驗和感覺，並能
從中知道上課主題
彩虹國小英情中心規劃並建置模擬的機艙、超市、速食餐廳、西餐廳、詢問
台、DIY 工作區、圖書館等多樣化的情境教室，各有其發揮功用之處。而英語情
境課的特色在於打破藩籬，將日常情景搬進去教室，提供實體的情境空間，搭起
知識學習與生活問題情境的緊密橋梁，讓學生在當中體驗和探索。
對於情境教室的設計與佈置，晴天班學生給予肯定，認為機艙、餐廳、超市
等場景尤其真實，比起英語專科教室，情境教室更具有特別的吸引力，也受到小
學生更多的喜愛。
Jeremy: 就有體驗飛機….體驗坐在飛機上的感覺，跟飛機一模一樣!
Maggie: 那個啊，超市啊!
Jeremy: 超市! 我覺得我們真的在超市裡面!（20161220 訪－3MI－2）
Henry: ….像我們沒去過美國的機場，呃….美國的飛機，就不知道它裡面長什麼樣
子，然後那個機艙裡面就可以讓我們知道美國的飛機原來長那樣子!

（20161219 訪－3BI－1）
Mara: 就是上課的時候不會覺得好像很單調，然後旁邊就這樣死死的。可能旁邊就
會有一些….比如說它飛機裡面就模擬那個我們坐飛機的時候….然後就是上課的時
候，不會看出去就是一片這樣子木頭做的，不然就是一大堆東西。
研: 所以妳覺得是更有感覺的意思嗎?
Mara: 對啊! 就是比較有感覺，而且那個飛機真的好好玩喔!

（20161222 訪－3GI－3）
Danny: 情境教室它會有一些比較具體，會帶我們體驗。
（20160604 訪－2BI－4）
學生認為情境教室內模擬的背景、場景更具體突顯生活樣貌，能夠帶來真實
情境的感受，上課的時候不會覺得單調、呆板，讓英文學起來更有感覺。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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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來說，情境教室也意味著「體驗」，一方面能夠體會實際身處在機艙、超
市裡的感受和氛圍，另一方面也能見識到某部份的國外生活。
情境教室的佈置除了能讓人有真實情境體驗的感覺之外，情境教室因為多了
其主題教室該有的擺設跟道具，使得學生在每次隨著課程而變換教室上課時，可
以猜測並知道當週主題（如圖 4-2-14）。
研: 為什麼超讚?
Shawn: 因為它完完全全符合….
Henry: 主題。
Shawn: 對對對對!
Henry: 因為如果要上飛機的，然後它就剛好在機艙裡面上，就比較符合。
Shawn: 對啊，因為其他地方一般都不會那麼標準!
Henry: 上次上速食店，就在速食店裡面上。
（20160527 訪－2BI－3）
研: 那你們覺得在情境教室裡面有讓你們更知道老師現在在上什麼嗎?
Roger: 那個會啊! 因為那個餐點佈置會讓…..我們就可以去猜測它那個…猜測它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Jeremy: 就可以猜測它是幹嘛用的。
（20160520 訪－2BI－2）
Danny: 有啊! 比如說飛機，要我們進去飛機，這是最簡單的，就是要上飛機嘛；那
去速食餐廳，就知道是要上速食餐廳。
Jordan: 然後它機艙椅子都很像。
（20160604 訪－2BI－4）
Sandy: 會啊! 以前的話如果在教飛機的話，就會在那個飛機裡面啊，然後在教那個
超市的話….
Mara: 就會在超商! 然後如果是教餐廳….（20161222 訪－3GI－3）

圖 4-2-14 機艙與速食餐廳情境教室

資料來源：攝於彩虹國小英情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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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普通英語教室只有一個固定的場地，晴天班學生認為情境教室是為了
課程主題而特別存在和準備的，如 Jordan 說的：「….就是情境課它就已經預計好，
你的單元要用什麼東西，它就已經故意把那個東西放在那裡。」
（20160604 訪－2BI－

4）
，正因為情境教室符合主題，例如以四年級的課程來說，教機艙（Airplane Cabin）
的主題就在飛機裡上課；教速食餐點（Fast Food）的主題就在速食餐廳裡應用主
題對話等，能如 Charlie 所說的：「可以讓我們融入情境。」（20161227 訪－3MI
－5）
，學生能在該教室所營造的環境氛圍中，藉由相關景物的佈置，與課程主題
進行聯想，推測在課堂上要學什麼，有助於理解。
然而，即使情境教室有著能夠架起連結真實世界與所學知識概念的橋梁，也
能營造身歷其境的感覺，但仍屬於配角，其場景僅能作為輔助功能。
研: 比如說我要上機艙的東西，然後我們就在機艙裡面上課，會讓你更了解嗎?
Henry: 會有，只是…背景比較….是會了解，只是比較少，如果是在有背景，然後
又有比動作，然後講的話，就會更好。
Shawn: 還好，背景沒有什麼用!
研: 那像速食餐廳那種呢?
Shawn: 還好…就只是比較有身處在那個地方的感覺，它比較沒有幫助啊，還好，
沒有很大的幫助。
（20160527 訪－2BI－3）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生認為背景並不是最主要能幫助了解上課內容的媒介，
而是外師的動作配合講解。在全英文的情境學習模式下，學生更需要的是外師更
多輔以肢體的解說和示範，以及在真實活動中要如同「教練」般的引導，在「鷹
架支持」的建立下給予指導，包括學生在不同情境主題中任務解決時，在旁觀察、
對話指引或提示等（徐新逸，1996；McLellan, 1996）
，讓學生在主題任務達成的
過程當中，獲得有效的英文知識建構。因此，教師角色在課程實施上依然佔重要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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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表示情境道具比情境教室在學習上更有幫助
1. 情境教具能幫助理解課堂所學英文單字的意思
除了背景之外，擺設的情境道具可謂上課的一大重點。對於模擬的道具，
晴天班的學生因人而異，持多元看法，有的認為很像、很真實，例如食物、衣服、
鞋子等；有的則認為不像，像是很假的麵包，一點也不真實精緻，只是上了色的
空心塑膠模子、被擠壓過的空罐飲料汽水、甚至還用透明膜封起來的速食餐點以
及護貝的假鈔票和飛機票。
道具的真實度雖見仁見智，但在課堂中有形體的教具總是能吸引晴天班學生
的目光，在真實活動中實際對話應用之時，更是會流露出一抹雀躍，因為無論是
可看可觸摸的形體，或者是能想像正在吃現實中麥當勞的速食餐點，如 Shawn 說：
「因為看得到!」和 Henry 說：
「會想像到你在吃那個東西。」（20160527 訪－2BI－

3）
，由於情境教室的物品能帶來真實氛圍的感覺，因此依舊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他們甚至認為情境教具比旁邊的背景佈置，對英文的學習較有助益：
研: 你們覺得情境教室的佈置對學英文有幫助嗎?
Jordan: 教具可能比較有。
研: 是怎麼樣的教具?
Jordan: 就是像以前有時候不是在那邊有上餐廳，他就會拿那個餐點，你要先回答
他的問題，他才會給你東西，這樣比較有幫助!
研: 你是說有那個實體可以讓你知道那個單字是什麼嗎?
Jordan: 對，你就會很想要拿到那東西，但是你必須先回答他，才能拿到東西。

（20161223 訪－3BI－4）
為了拿到速食餐點模型，學生必須運用所學的單字和句子，正確講出菜單上
的食物名稱和對話句型，以順利完成點餐的任務，因而在背後形成一股學習動力。
此外，情境教具的另一項功用在於其有形的實體，雖然學生對道具的真實度
定義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道具在視覺上的呈現能讓學生對單字有初步的了解。
Danny: 有餐廳的東西，還有英文的菜單。
研: 那個東西對你了解那個單字有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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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說不定只是個黑白圖片，我不知道它是什麼，都平面的，你都不知道它有
立體感還是什麼….你有一個實體，也有一個立體感，你就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20161223 訪－3BI－4）
研: 那你們覺得假的食物對學英文有沒有什麼影響?
Henry: 有～讓我們知道那長得什麼樣子。….就像我以前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看

（20161219 訪－3BI－1）

了之後才知道。

Ellen: ….就是假如你點這個的話，然後它就會上出來，然後你就會知道哦～原來我

（20161227 訪－3MI－5）

點的是這個。
Jeremy: 只是讓你去體驗，然後呢讓你學會唸單字。

Maggie: 讓我們知道那個英文單字是什麼東西。….如果去那個美國的話，去買水果，
可能會說蘋果是什麼，要買蘋果，然後就可以去看那個蘋果。就是，不是會有道具
嗎? 然後看蘋果是長什麼樣子，然後你去外國買的話，如果不知道蘋果的中文是什
麼，那就可以看那個圖片了!
Jeremy: 意思就是說，如果有一種外國的漢堡嘛，如果你沒看過的話，但是給你假
道具，然後你看過，你以後就知道它長什麼樣子了啊，這樣啊!
研: 哦～你說那個道具可以幫助你了解那個單字…?
Jeremy: 它長什麼樣子。
（20161220 訪－3MI－2）
Mara: 對，他就是什麼行李，然後呢，就會拿行李出來，在那邊….就是打開讓我們
看，然後說什麼要把什麼東西裝到裡面，然後什麼什麼的。他就是會拿東西，就是
有一些….有那種單字上面那個…有那個那種圖案的物品，然後就拿出來給我看。
研: 那妳們覺得那樣可以幫助妳了解英文嗎?
Mara: 可以，就是有一些單字如果他有用…就是聽不懂，可是他有用手或者是一些
物品表示的話，我可能會懂。
（20161222 訪－3GI－3）

晴天班學生認為透過菜單、餐點等教具（如圖 4-2-15），英文不再是課本上
的抽象文字或平面的黑白圖片，而是真實呈現在眼前的具體物品，能知道它確切
長什麼樣子，並從真實形體中了解單字含意，也加深對單字的記憶。除了在速食
（Fast Food）主題能直接碰觸到實物的體驗，學生也提及在上機艙（Cabin）主題
時，除了透過飛機情境內的固有結構如座椅、艙頂行李箱認識單字之餘，外師也
以行李箱和推車餐盤等物品實際示範，有助單字理解。「延伸跨越」在情境脈絡
中的知識意義，便是這樣藉由個體、教師、工具等的分散性（黃永和，2009），
如教具、實物、模擬情境設施等人為器物，讓學生在不同資源中習得知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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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5 左上為仿造的速食餐點；右上為鈔票和菜單；左下依序為鈔票、
機票和飯店卷；右下為行李箱
資料來源：攝於彩虹國小英情教室。
另外，情境有線索指引的（indexicalized）功能，可以幫助人對於外在事件以
及經驗於記憶時形成具有線索指引的內在表徵，有助於未來記憶提取的工作及日
後學習知識的保留（方吉正，2003），即與 Maggie 在訪談中說的有所呼應，學
生在情境教室中看到的物品能了解單字的實際形體，而看到實體當下的經驗形成
可供未來提取的線索，在未來相似的生活情景能順利將過往的記憶提取，並解決
問題情境。

2. 情境道具硬梆梆，沒有感覺也無法更深入了解英文
前述晴天班學生表示立體實物的呈現，有助於知道單字實際上的原有樣貌，
進而了解意思，其所形成的記憶和經驗也能提取並應用在日後所需情境，然而也
由於仿造的物品在材質上皆是硬的，因此讓學生覺得沒有真實的觸感，無法有更
深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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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假的太無聊了啦!
研: 你們覺得裡面不夠像真的嗎?
Danny: 不夠真啦! 那都是硬的，怎麼可能會有真的感覺…你總要給我一個軟軟的、
有脆脆的感覺!
研: 那你們為什麼想要真的?
Danny: 比較更了解英文。
研: 比較了解英文?
Danny: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硬的還是軟的，搞不懂外國的食物。
Shawn: 因為看起來假的感覺很無趣!
Danny: 我沒有吃過，然後我不知道它是硬的還是軟的感覺怎樣的，沒有辦法有感
覺。
（20160421 訪，1BG－4）

晴天班有學生認為情境教室裡面的物品太硬，導致不夠真實。若本身在對外
國食物不認識、不清楚的情況下，僅能依賴視覺上的傳達，無法在觸覺上有所感
受，無法藉由辨識食物的質地去了解它究竟軟的、硬的、脆的等，以至於沒有辦
法深入了解該英文單字。

綜合上面兩點，雖然學生對情境道具抱持多種看法，但大致而言，他們皆認
為模擬道具是做得有像的。情境道具提供的幫助對學生來說，最大的功用在於讓
他們知道單字真實的樣貌形體，有助於透過視覺上的輔助，認識並理解所學單字，
也因為情境能幫助於經驗形成中保留記憶和知識，學生認為能在未來生活問題情
境中被提取以解決問題。然而，情境道具若能更逼真，提供學生在觸感上能有更
真實的感受，則能對單字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學生認為情境教室沒有配合教學，應與課程主題再更相搭一些
教學環境是教學情境中重要的一環，以物理層面而言，教室的設計與安排無
形中會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在教學環境的部分，McLellan（1993）提供了三種真
實學習情境的方式（引自鍾邦友，2000），也就是直接進入真實情境中學習、以
人工方式模擬情境、使用電腦多/超媒體進行情境模擬。而為了要增進學生使用
英語溝通的機會，培養他們在不同情境中的溝通能力，並能運用於實際生活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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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同時增進學生對外國文化的認識，彩虹國小英語情境中心即是以第二種
人工模擬的方式建置真實英語學習情境營造彷彿身歷其境的學習氛圍和環境。
每個年段的主題不一樣，上課地點也會根據不同主題的需求與性質做安排。
就四年級外師授課主題所使用的情境教室來說，學生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認為
情境教室是落實主題，還原真實情境的地方，但有些主題和教室卻沒有相互配合，
就如 Jeremy 說的：
「主題跟教室不一樣…」
（20161220 訪－3MI－2）可用來概括下
列三項：

（一）捷運（MRT）主題－在圖書館上課沒有捷運的感覺，也無法應用出來
捷運（Information－MRT）主題的學習內容是有關遊客在搭乘捷運時的旅遊
諮詢，以及台灣著名遊玩景點的英文介紹，上課地點是在屬於情境教室的「圖書
館」，其設計為一面牆上貼著各國景點的壁紙，另一面則是放英文童書和地球儀
的書架，後方掛著大型台北市捷運地圖（如圖 4-2-16），地板上並貼有著世界地
圖（如圖 4-2-17）。不過這樣的上課環境，卻讓學生認為沒有學習捷運的真實情
境感受，因而覺得捷運主題普通又無聊。
Danny: 沒有感覺到。
研: 沒有感覺到是什麼意思?
Danny: 比如說我們去機艙，教飛機的，比如說那些沒出國的，就感覺到哦～原來
機艙是這樣子，比如說我沒去過捷運，去上 MRT 的課，就沒有感覺到它的…
研: 你覺得沒有感覺到像在捷運裡面，還是什麼?
Danny: 像沒有在那個…沒有看到捷運的感覺。比如說我們在那邊…那邊有世界地
圖的那個，地板上有世界地圖的那個，沒有感覺到 MRT 的那個樣子….普通，太普
通了，很無聊!
Henry: 跟那個講的一樣…假如要講捷運，就要在假的捷運裡面上。

（20160421 訪，1BG－4）
Charlie: 然後我們在教 MRT 的時候，也不應該在地球的地方（指圖書館）
，好奇怪
的感覺。但是它旁邊卻有那個捷運站那個（指捷運地圖），那個比較像而已，我覺
得那應該來教景點（指 Travel Agency 主題）會比較好。
（20160519 訪－2B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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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 就可能比較沒有配合教學。
研: 沒有配合教學? 哦～你們覺得那個不適合來上捷運的課?
Jordan: 對!
Danny: 不一定每一個地方都有捷運之類的東西。
Jordan: 而且它旁邊還有放書。
Danny: 說不定….感覺很像國家圖書館。
Jordan: 對，但是圖書館又不會讓你聯想到捷運。（20161223 訪－3BI－4）

圖 4-2-16 圖書館情境教室樣貌

資料來源： 攝於彩虹國小英情教室。

晴天班學生認為在圖書館上捷運主題並不適合，僅後面一塊捷運地圖與主題
較為有關聯，只有一點點幫助，甚至沒有，而其他書籍、壁紙等佈置和擺設都不
能讓人與課程主題直接做聯想，也不能感受到是在學習跟捷運相關的學習內容，
如 Ellen 說：「就沒有很確切的感覺，因為你沒有坐在 MRT 裡面。」（20160616 訪－
2GI－5）
，因此學生認為情境沒有配合主題單元，應該在模擬捷運的場景裡面上，
才合乎其主題。雖然外師在教完單字和對話後，讓學生兩兩一組，站在捷運地圖
前練習對話（如圖 4-2-17），但學生仍覺得無法實際應用：
Ellen: 那個就沒有那個….沒有感受那麼深。
研: 妳的感受沒那麼深，指的是什麼?
Ellen: 就不像餐廳啊，不能讓妳坐在那邊假裝點餐。
研: 妳是說上捷運的課不像是在上捷運嗎? 就是沒有上捷運的感覺?
Ellen: 對! 就是沒辦法應用出來。…因為在餐廳你可以點菜啊!

（20161227 訪－3MI－5）
捷運不像速食餐廳或者超市有仿真的情境教室，可以在模擬空間真的扮演起
不同角色買賣東西、點餐等，因而無法讓學生有身在捷運站或者車廂內的實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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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沒有模擬的真實情境供學生將課堂所學的捷運相關對話予以應用出來，導致
學習的感受不深刻。

圖 4-2-17 外師引導學生進行捷運主題的對話練習
資料來源：於觀課時拍攝。

世界地圖

（二）旅行社（Travel Agency）主題應該在圖書館或機艙上課會更妥當
旅行社（Travel Agency）主題的學習內容是關於訂機票、飯店以及各國地標
和美食，由於旅行社櫃台的空間並無白板和桌椅，因此外師主要先在有電子白板
的烘焙教室上主題單字和對話，方便教學（如圖 4-2-18），之後再將學生帶去旅
行社櫃台，進行角色扮演的實際對話應用（如圖 4-2-19）。然而，對於在烘焙教
室裡上旅行社主題，晴天班學生感到奇怪和納悶，起初還以為是要 DIY 做東西，
心不在焉地看周遭器具。更甚，學生認為這樣的環境對英文的學習沒有幫助，不
太了解烘焙教室與課程主題的關聯性，教室跟主題並沒有直接關係。
Charlie: 怪怪的!
Ellen: 我也覺得那個不太好，對。
Charlie: 因為那是在烘焙教室裡!（語調加重）
Ellen: 我想說要做餅乾耶! （20161227 訪－3MI－5）
Jordan: ….只會讓我們分心一直想看旁邊的東西。
Danny: 對啊! 就會想說是不是又要做一些東西。（20161223 訪－3B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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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那它為什麼對學英文沒幫助?
Jeremy: 因為那跟主題根本沒有關係。….有些不一樣…就像我們在烘焙教室在讀那
個國家的，都已經偏離軌道了。
（20161220 訪－3MI－2）

關於旅行社主題該配合哪一間情境教室，學生也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圖書館
和機艙被視為最合宜的學習地點。
Shawn: 上美國（指 Travel Agency 主題）的時候應該去那間（指圖書館）上! 因為
地圖就在下面。
（如圖 4-2-17）
Henry: 對! 就假如是美國，你下課就剛好去找找看美國到底在哪一個位置，就知道
美國在哪裡。
（20161219 訪－3BI－1）
Danny: 因為地板上都有地圖，然後旁邊又有一些書啊，就會想說是另外的國家，
都是英文的，所以就會讓我們有另外一個國家。（20161223 訪－3BI－4）
Mara: ….我覺得旅行社要在飛機裡面上，因為旅行不是有時候要搭飛機之類的啊…

（20161222 訪－3GI－3）
Charlie: 飛機吧，因為飛機要飛去各個地方、各個國家啊～在那裡上比較妥當一點!
Ellen: 或者是在圖書館也可以，因為圖書館還有個地圖啊!

（20161227 訪－3MI－5）
晴天班學生認為既然是學有關世界各國的景點和美食，地板上的超大世界地
圖和書架裡的英文書籍，能營造出環遊世界和處在其他國家感覺的圖書館中學習
實至名歸。另外，旅行社隱含著周遊列國，機艙亦是另一個能與主題相符的情境
教室，彷彿坐在飛機裡，帶領學生飛往課程所欲讓他們認識的國度和文化。

圖 4-2-18 先在烘焙教室教單字

圖 4-2-19 再帶至旅行社櫃台角色扮演

資料來源：攝於彩虹國小英情教室與觀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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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影（Movie）主題不應該在機艙上課
為了配合電影（Movie）主題中有電影欣賞的活動，特意選在也有著像電影
座位般的機艙內實施，但有少數學生認為機艙結構與電影院不一樣，不該做為學
習電影主題的地方，主題與教室應再相互搭配會更適宜：
Kevin: 我覺得如果跟那個主題….
Charlie: 再相搭一點會比較好!
Kevin: 對!
Charlie: 再像一點!
研: 再像一點? 像是什麼?
Kevin: 像那個…如果我們要上的是 movie 的話….
Charlie: 不應該在機場!
Kevin: 就可以選擇一個像 movie 裡面的地方。
Charlie: ….他在烘焙教室那個…我覺得那裡應該是教吃的東西的地方，然後電影
（指 Movie 主題）卻沒有地方。
（20160519 訪－2BI－1）

綜上三項所述，就四年級的課程而言，捷運、旅行社和電影三個主題被學生
認為主題與情境教室沒有相契合，也因為看不到之間的關聯，沒有實際應用的真
實感覺，情境教室原本該帶來的情境學習效用跟著打折扣，而這部分也能說明小
學生具敏銳的觀察力，對於學習環境氛圍所營造的學習感受其實頗為留意與重視。
這也間接浮現出「情境教室受限」的兩難。模擬的情境教室能帶來高度具體
的真實感，但從另一面來看，這也意味著情境受到限縮，亦即固定的情境教室窄
化了學習內容，將之侷限於只能教授與情境教室相關的特定主題，例如旅行英語、
超市購物、餐廳對話等，無法在既有空間內任意做變化，同時又得符合教室的情
境。然而，基於現實及成本上的考量，或許沒有辦法為每一個主題量身打造專屬
的情境教室，但學生是課堂中的學習主體，對於學習有最直接的感受，當他們提
出主題與情境教室其實並沒有相互配合的質疑，教師也應重視這個問題。而這代
表在課堂上，需要更多如 McLellan（1993）所提出的第二種方式，亦即使用電腦
多/超媒體等設備，以聲音、文字、圖片、動畫等呈現模擬情境（引自鍾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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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進行真實情境的模擬，藉由更多視覺或聽覺的傳達來彌補實際體驗的不
足；或者如 Charlie 說的：
「就像是跟課題（指主題）有關的東西。」（20160519 訪
－2BI－1），旁邊要有更多英文輔助學習，如相關主題字樣、圖像或海報張貼等
設計與佈置，盡量營造逼真的情境，讓學生知道所上主題為何，以引發學習動機。

第三節 影響小學生英語情境課程學習經驗之相關因素
學生的教育經驗面由社會、情感和認知三層面所組成，包含了教室權力結構、
環境氛圍、師生、同學之間的人際凝視、互動溝通等；對科目的態度、興趣喜好
等；以及對學科內容的概念學習、觀念詮釋等，彼此影響著（Erickson 等人，1992）
。
在彩虹國小英語情境課程實施的脈絡下，也有著相同的錯綜複雜，無形卻又
緊密地影響著學生在英語情境課的課堂學習經驗。本研究試圖以在實際現場所蒐
集到的資料中，分析訪談內容，理出、釐清影響學生在英情課中的觀點之相關因
素，以回應第三項研究問題。以下為六項影響要素，分別敘述之，並於最後呈現
架構圖（如圖 4-3-1）：

一、 學生英情學習經驗受到「日常生活經驗」影響
首先，生活經驗影響學生對英文的看法，進而對英情課產生認同感。晴天班
學生在訪談中，會提到己身日常生活事件來說明英文在溝通上的重要性，如
Charlie 說爬山遇到外國旅客問路可以用英文回答、Kevin 說到外國旅遊可以用英
文溝通、Ellen 說之前去日本遊玩都用英文；也因認為英文的重要在於其溝通性
質，因此上英情課就能多和外師練習對話，並能將所學到的應用在生活的「溝通」
中，像 Ellen 和 Mara 就說可以應用上課的情境在生活或出國方面、Roger 和 Jeremy
則說之後工作出差也都會需要用到，相當肯定英情課的重要性。可見，生活經驗
會帶給學生在英文實用層面上深刻的印象，促使他們給予英情課認可的觀點。
160

再來，生活經驗的影響會讓學生據此判別課程主題的實用性與否，雖整體而
言是實用的，但仍有程度之分。例如隨處可見的速食餐廳讓學生覺得速食主題很
實用，但對機艙主題卻產生分歧看法，有的學生會因為平時不搭飛機而認為機艙
主題不常用到，有的卻因為有出國經驗而覺得實用；捷運主題亦是，Danny 和
Henry 認為因為很多外國人都會搭捷運旅遊，若被問路就可以回答，因而肯定捷
運主題很實用，但 Ellen 和 Jeremy 就覺得沒那麼有趣，因為平常不搭捷運且本身
就知道國內那些景點。因此，可看出學生對教材內容的看法會受其生活經驗影響。
同一個主題對學生有不一樣的意義，他們會依與自己息息相關，或者習以為常的
生活經驗賦予主題不一樣的連結強度和價值。

二、 學生英情學習經驗受到「英語能力水平」影響
學業成就與學習動機往往交互影響，高、低程度的學生對於同一門課會有不
同的觀點，而不同英語程度的學生，對於英情課也有截然不同的學習感受和經驗。
呂美珠（2014）指出，英語學習興趣愈高的學童，學習成就愈高，對情境學習環
境的認同也愈高；低英語興趣的學童則因多數聽不懂外籍教師說的話，因此「外
籍教師教學」對他們難以產生太大的影響。在本研究中也有相似的情況，本身的
英語能力影響課堂學習動機，英文能力水平高的學生相當肯定外師英語教學，就
如 Jeremy 和 Roger 形容：「還不錯!」、「超級好!」（20160421 訪－1BG－1），對於
全英文上課有著高度學習動機，也很常與外師積極地互動。同時，英文程度好的
學生在訪談中不時透露，不需要複習已經會了的東西，教材內容裡的單字太簡單，
希望再難一點，同時也認為用英文學習可以學到更多英文和溝通，如 Danny 就
說：
「可以讓我們知道比較多英文。」
（20150505 訪－1BG－4）
。然而，本身對於英
文這科就不擅長的學生，如 Joanne 說：「因為都背不起來啊，背了又忘記啊!」
（20160429 訪－1GG－3）
，英文是背了又忘而忘了又背的循環，不僅否認英文也
不知道英情課的意義何在，在課堂中聽不懂的部份等同於沒意義的話，顯然對英
文本身沒有認同感的低英語能力水平學生，外師教學引起不了太多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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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數其他英文程度中等的學生，對於全英語的上課模式亦是抱持著還好的
態度，有些也不太敢提問或發言，甚至希望外師能中英文夾雜著上課，這也造成
多數學生傾向從遊戲互動中去摸索、學習。顯見，英語程度影響學生對英情課的
觀點，也影響其課堂學習動機和表現。

三、 學生英情學習經驗部份受到「校外英語補習」影響
在訪談中，晴天班學生不時會提到補習班，並也會比較補習班和英情課兩者
之間的異同。有學生就提到補習班的外師也是像英情課一樣有活潑的教學，比起
學校英文課在唸單字、背單字，與補習班上課模式相仿的英情課更受他們的肯定
和喜愛，如 Jeremy 和 Roger 的對話：「不習慣一般上課這樣」；「因為補習班也是像
英情課那樣教，他也是請外師來的。」；
「而且很活潑那樣子!」（20160520 訪－2BI－

2）
，補習確實會影響到學生對外師教學的認同感。而其他學生則提到英情課的單
字比補習班有趣、單字的份量比補習班教的還要少；上英情課可以學到補習班沒
教過的，如電影類型等；在補習班教過，英情課能作為再次複習等，如 Jordan 說：
「有一些安親班教過的，會順便再幫我複習一次。」
（20160505 訪－1BG－4）
；甚至

同樣更重視補習班的複習和考試準備，諸如此類的都能看出英語補習經驗帶給學
生的深刻影響和刺激。
另外，有研究指出，在對桃園三所英語村的看法之中，有參加校外補習的國
小五年級學童皆較無校外補習的學童對英語村的教材及情境更為認同、喜歡（彭
蕙君，2008）。然而，在本研究中，有無參加英語補習對於具體驗性質的課堂活
動，如不同情境的角色扮演、4 square 等並沒有什麼影響，有補習的像 Henry、
Shawn、Ellen 等和沒補習的像 Sandy 等皆相當投入且認為活動有助學習和理解。
另外，有無補習也同樣不會影響到學生對某一個學習情境的認同與否，反倒是情
境教室與課程主題有無相互搭配才是主要的關鍵，如沒有補習的 Kevin 和有補習
的 Jordan、Danny、Jeremy 等人都認為主題跟教室要再更相互配合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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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英情學習經驗受到「家長支持與重視」影響
家長對於英文的觀念與支持，影響學生對於英情課程學習的觀點及其在心中
的價值。學生的話語往往反映出家長的價值觀，如 Ellen 分享媽媽認為英情課的
英文是要用在生活裡面，比學校一般英文課更有用的觀念、Mara 表示媽媽說上
英情課要多跟外師講話，在世界各地都會用到等，都能看出家庭帶給學生有關英
文的思維。
另外，有研究指出，越受父母親關心英語學習情況的學生，其學習動機越強
（林玲華，2011）。在本研究中，家長對孩子平時上課狀況或考試所釋出的關心
與看重程度，也會影響學生對英情課的重視。晴天班學生只重視學校一般英文的
期中、期末考和英語補習班考試，其原因出自於父母親平常只注重英文課和補習
班的成績，不僅要求孩子複習，也規定分數及獎勵辦法，不過卻疏於對孩子在英
情班上狀況或作業、考試的關心，學生複習和準備的學習意願也跟著降低。因此
有一矛盾現象產生，雖然家長知道英情課對英文在未來的重要，但基於英文課需
要納入學期總成績計算的現實考量之下，家長選擇傾向將關注焦點放在學生的英
文科學習表現及成就上，使得學生缺乏在英情課的自主學習。

五、 學生英情學習經驗受到「同儕力量的拉與扯」影響
同儕這股無形的力量能給予向前邁進的正面提升，另一方面也能使人停滯不
前，影響學生在英情課的理解和學習表現。針對前者，同儕能搭起重要的學習鷹
架，協助英文知識的建構。在全英語的模式下，晴天班學生多半是倚賴鄰近同儕
之間的互助，肯定分組也希望能有更多分組的機會，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就能相互
討論，同時如 Ellen 說的，同儕因具有同一年齡的思維模式，遠比外師用英文解
釋來的能夠理解，因此學生也會求助英文程度好的同學，不論是詢問外師在上課
說的話、問的問題還是單字意思等，同學都比老師的幫助還要大。學生以依靠同
儕的方式解決因外師教學而聽不懂的窘境，盡力跟上課堂步調。然而針對後者，
同儕之間也會形成壓力，使得英語程度較低的學生在班上不敢也不喜歡開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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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對話練習。Joanne 和 Lily 是班上屬於中低程度的學生，在訪談中她們述
說如果答錯答案或講錯對話句子，就會被同學笑，自己會感到很糗、很丟臉，因
此平常上英情課時，不喜歡也不好意思講英文。可見，同儕能讓學生瞭解更多英
文，是推動他們往前的力量，但也會是讓英語低成就學生怯步的一種束縛。

六、 學生英情學習經驗受到「學校課程設置的規劃與安排」影響
此部分是以學校整體脈絡來看，英語情境課程在學校層級的整體規劃、安排
與設計上，包含課程在制度上的設立、外師人力的配置、教材內容與課堂活動的
設計、情境空間的規劃等，這些在課程實施的運作下，都會影響學生在英語情境
課程中的學習經驗，以下分為五點說明：

（一）課程制度方面
本研究中的英語情境課程是以校本課程的方式來增加學生的英語學習時數，
其原先的立意即是希望學生在沒有壓力的學習環境下學英文，因此，課程中並無
期中、期末考的機制，也因為不是課綱內明訂的正式課程，平常考試的成績並不
會納入學期總成績。若以「科目考試」來看，由於英情課分數不用算進總成績裡，
如學生 Joanne 說：「…我覺得那個根本就不會算進去總分裡面，我媽也不會在意這個
（指英情課考試）
」
。
（20160623 訪－2GI－7）和 Sandy 說：「但是我覺得英情隨便考
一考就好。」
（20160617 訪－2GI－6）
，學生沒有需要把英情課考好的壓力，先把

其他主科顧好比較重要，因而忽略英情課的複習與重視，使得英情課考試在學生
心中的地位並不高。再加上其他學生如 Maggie 說的：「我媽都不在意英情，只在意
英文課。」
（20160617 訪－2GI－6）和 Jeremy：
「我們只要一般英文考得 OK 就行了，
因為我不在意這個東西。」
（20160520 訪－2BI－2）
，家長注重的是孩子在主科的成

績表現，便加重了學生覺得只要將一般英文課考好就好了的觀點。顯見，課程在
制度上的設立大大地影響學生對於該課考試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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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特質方面
校方引進的外師具備不一樣的教師特質，其在上課中的教學風格也不一樣，
影響學生對英情課堂學習的感受和看法。Phelan 等人（1992）指出，教師本身具
有的重要人格特質，例如幽默感、開明、替人著想等，尤其是幽默和開明，再加
上會尊重和了解學生需求，能縮短年齡差距、跨越身分上的懸殊問題、建立師生
之間的連結，會使學生更樂意參與投入於學習。在訪談中，晴天班學生紛紛提到
M 老師是三位外師中最為活潑、有趣的，同時也最喜歡由他來上課。學生形容他
在課堂中會出奇不意地搞笑，包括生動的語調、誇張的肢體展現，除了營造出來
的上課氣氛輕鬆和樂，他們也因為老師大方的動作比擬而更了解英文。另外，具
有耐心特質的教師也是影響學生在課堂上願意發言與否的要素。晴天班學生在 J
老師願意耐心等候、提示和給予第二次回答機會之下，更願意嘗試舉手講英文，
回答問題。因此，上述如上課動作大、幽默風趣、親近學生以及具備耐心等都被
歸類至教師特質內，拉近了年齡差異和異國懸殊身分的同時，影響了學生的學習
感受，也影響了學生是否樂意學習和開口說英文的動機。

（三）教學活動方面
課堂中的活動影響學生對於英文學習方法的觀點，更是能夠引起以及維持學
習動機的關鍵。在訪談中，晴天班學生不乏以「體驗」的感覺來形容上課的學習
感受。學生認為英情課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在教完主題單字和對話後，還能進一步
在實體的情境空間透過自己「體會」來學習，像是可以拿著實物進行角色扮演的
對話、分組傳球遊戲等，這樣的學習方式衝擊著一般英文學習的方式。
正如 Phelan 等人（1992）指出學生偏好當一個積極的學習者，而非被動的接
受者，喜歡課堂中有著互動關係的教學，而非教材內容的傳輸，比起被動地接收
單向的授課方式，學生喜歡能夠激起他們積極參與課堂的教學方法，英情課中具
互動性質的遊戲活動之上課方式，不像普通英文課都在唸單字、考試或是玩電子
白板遊戲，是讓學生因而喜歡英情課英文的主要原因，如 Jeremy 與 Roger 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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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以英文互動和遊戲的結合來學習；而 Shawn 說將對話放入生活上會用到的地
方以及從透過遊戲學習讓單字學起來更好玩，課程也變得更生動、有樂趣；Henry
則說：
「…就是中文老師大概都是玩那種…像電腦那種，然後英文老師都是玩那種直接
自己去體驗的…只是比較喜歡自己體驗的那種，像那個 PE 啊!」
（20160527 訪－2BI－

3）
，比起電腦遊戲，學生比較喜歡能夠自己體驗的那種學習方式。
而課堂中互動體驗性質的活動彌平了因語言能力不足而造成對外師教學低
理解的缺失，如 Mara 說遊戲可以學到更多，因為原本聽不懂規則，但實際體驗
了之後就能夠理解，種種上述使學生認為學到單字之餘也知道如何運用，讓英文
學起來更有趣。另外，學生曾反應喜歡外師用搞笑的方式上課，但再細問是外師
活潑的教學方式還是活動，學生選擇有趣的活動。顯然，能以體驗、實作的方式
更加影響學生對英文知識應當這樣學習的觀點。

（四）教材內容和主題設計方面
教材內容的豐富與否是影響學生在英情課堂學習的一大要素。沒有顏色的教
材設計，吸引不了學生的目光，更遑論要引起學習動機。晴天班學生認為課本太
黑白、不豐富也不生動、沒有感覺，無色彩的教材內容讓他們覺得無聊不想看，
即使看了也看不懂，還會誤解單字的意思，甚至衍伸出「上課重要，看課本不重
要」的想法。可見，教材內容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此外，主題的實用、有趣性及其在課堂會有的相對應活動也會影響學生對教
材的喜愛程度和課程投入。例如在實用性部分，學生認為電影主題在國外生活中
可以運用上那些電影類型和對話句型，而速食餐廳主題可以用在外國的麥當勞點
餐中，進而喜歡且認同電影和速食餐廳的主題；在有趣性部分，則是碰到有相對
應體驗活動的主題，像是速食餐廳、PE、旅行社、電影比起較沒有什麼活動的
MRT 主題更來的有吸引力，因為能夠親身體會和探索，學生對那些主題也會反
映出較高的興趣和積極的參與投入（Phelan 等人，1992）。
另外在訪談中，當問及 C 老師上的課是否有趣，學生表示是 C 老師「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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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關係，即 PE 主題，才讓上課變得有趣；也有學生表示「教的內容」比
外師上課還要重要，這部份也與此項因素相互呼應，可看出在英情課堂學習中，
教材內容及其主題內包含的體驗活動是居於很重要的影響位置。

（五）情境教室與教具方面
具體情境教室的模擬和佈置影響學生對主題內容是否能掌握與了解，以及日
後的學習遷移。晴天班學生說主題的情境教室佈置能讓他們和主題聯想，更融入
情境，知道外師正在上什麼主題，也有實際場景可以應用對話，未來遇到相似問
題情境就會懂得運用。然而，情境教室能讓學生身歷其境，但沒有與主題搭配好
也能使其混淆而降低學習效益。例如，學生表示在圖書館上 MRT 主題無法聯想、
沒有坐在捷運裡的真實感覺，且捷運主題不像速食餐廳主題有真實的餐廳可以點
菜，而無法將對話應用在捷運諮詢台等地方。再來，實體的情境教具則會影響學
生對單字的認識和理解。如 Ellen 說英情課有圖片認識，又有實體可以抓取，更
體會單字的真實樣貌；Danny 則說教具的立體感增加對單字的了解，從這些可說
明真實情景和實物在情境學習中所發揮的重要功能影響了學生的學習。

圖 4-3-1 小學生英語情境課學習經驗影響因素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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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省思

本章主要綜合前述結果與討論概要地呈現研究結論，並依據研究發現和學生
觀點提出研究者的省思與建議，盼能為英語情境課程實務帶來新契機。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在學生眼中的英語情境課，是一門「重要」、「有趣、好玩」且是「有用」
的課，能培養英文溝通能力，並能從中獲得更豐富的日常單字用語、更敢
說英文的勇氣，以及對外國文化認識的增長
一、學生眼裡的英語情境課呈現「重要、有趣好玩、有用」的樣貌
晴天班認為在英情課可以提早學到一般英文課和補習班沒教過的額外英文
知識，包括特殊的單字、句子和之前從沒接觸過的外國遊戲等，開闊他們對英文
的視野。另外，課堂中不同主題的動靜態活動和遊戲如 4 square 球類遊戲、情境
角色扮演等，讓學生有身歷其境的感覺，並能從親身的體驗與玩樂中更了解單字
和句意，也為英文學習添加了些趣味性。同時，學生認為英情課提供的對話句型
內容與實際日常生活有所連接，能使用於生活方面。透過在情境教室內師生和同
儕彼此互動、實地對話練習、觸碰實體，加深情景感受，讓他們知道課堂所學的
能應用在何處，並懂得學習遷移至未來類似的情境中以溝通來解決問題。因此，
學生將英語情境課視為一門「重要」、「有趣、好玩」且「有用」的課。

二、上英語情境課主要在於增進英語溝通能力
由於學生在自身生活經驗中，體認到英語作為溝通工具的重要性，因而認為
上英情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能多跟外師說話，並且能在真實情景中練習英語對話，
增強自己的英語溝通能力之餘，也懂得如何應用出來，對生活週遭或者日後工作、
留遊學等都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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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得豐富語彙，懂得運用且更敢說，也認識到外國文化
學生在英情課中所習得的大致有符合英情中心預期之學習效果，他們的收穫
在於學到更多日常生活單字和用語，知道如何運用在實際場合；變得更勇敢、大
方，敢於舉手回答問題、與外師對話；也增加對不同國家文化的了解，主要是在
娛樂、地標古蹟和異國美食層面上有基本的認識。

貳、在教學活動的經驗方面，學生對外師全英語教學反應兩極，卻一致認為透過
外師的風趣和提示、真實活動、分組合作能更加了解英文，但礙於對話內容
無詳細解釋、不允許討論及影片字幕過於複雜，導致課堂活動成效打折
一、外師的幽默、肢體動作、提醒引導，以及活動體驗和分組討論有助英語學習
晴天班英語程度佳的學生相當認同外師全英語教學，認為有助於英語學習，
也能以英文學到更多英文，而有半數學生雖喜歡外師上課，卻常伴隨著有聽沒有
懂的問題，因而希望外師能中英夾雜。儘管如此，學生皆肯定外師以幽默的教學
方式上課，能從有趣的小活動中去思考、反應，更熟悉單字，也能從活潑的肢體
動作展現和詼諧的說話語調中去推測並了解學習內容。同時，在答題次數多的搶
答活動中，外師適時地給予提醒和指引，也讓學生認為多了一些試誤的學習機會，
並藉由能觀摩和模仿同學，更知道句子該如何回答。透過在情境教室中真實活動
的親自實踐，不再是片面的學習，學生認為將單字運用在角色扮演的生活對話內
並實際應用，如此有趣的方式能幫助深入了解單字的意義和句子的使用時機；而
球類遊戲的親自玩樂和體驗亦是，在這社會化的過程當中，學生從周邊參與到核
心參與，主動從做中學，不僅瞭解了規則也理解該課英文單字。另外，同儕力量
也不容小覷，學生認為分組討論能相互提示、解釋、翻譯或集思廣益，了解外師
在說些什麼以及上課內容。
二、欠缺對話內容的講解、形式的分組與複雜的影片字幕降低學習成效
由於忽略有些學生既有的能力水平，而僅將對話句型簡單帶過，亦沒有充分
練習，便直接進行主題情境的角色扮演，則會造成學生不熟悉或不了解對話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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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無法融入真實情境將之順利應用出來；分組也只流於表面形式，並無實際有
相互合作或討論的機會和空間；加上學生認為教學影片英文字幕過多而繁雜，不
僅無聊又無助於了解該課內容，這些無形中都降低了學生在情境學習中的成效。

參、 在教材內容的經驗方面，學生認為提供與生活經驗相關和外國文化的主題
是實用的，但黑白的課本內容著實無助於學習，也對臨摹或重複抄寫習題
意見分歧，惟有特殊型式的習題較能引起相同共鳴
一、能與日常生活經驗連結和學到外國文化的課程主題有用
晴天班學生會依據自己的經歷與課程主題做連結，賦予所學不同的價值。整
體來說，他們認為主題單字和對話雖比較難，但相當有用，因為這些不同的領域
的主題知識都是日常生活會需要用到的，也是溝通的媒介，其中電影（Movie）
、
速食（Fast Food）和捷運（MRT）主題都讓學生覺得將相關句型替換別的單字就
能應用在國外生活，舉凡談論電影類型和觀後評價、買賣東西、搭乘地鐵等，因
而肯定主題的實用性。 學生雖認為課程主題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但仍會以
「實用範圍」和「實用程度」來區別主題的實用性。捷運主題中介紹的本國旅遊
景點只會在台灣用到，而像電影、捷運、麥當勞的經驗在國內生活隨手可得，因
而類推到國外生活，實用價值頗高；但飛機搭乘、旅行社是平日較少碰到的，實
用價值略低。且有些學生還會以「文化角度」來詮釋主題內容，對於台北著名景
點本身就知道，也已習以為常，反而學那些從沒接觸過的國外事物或文化的主題，
才是有用的。

二、黑白的課本內容無聊且無助於學習
沒有色彩的英情課本不受晴天班學生喜歡，學生甚至覺得無聊、不想看。黑
白的圖片無法帶來生動和實體的感受，更無法從中了解字義，甚至還會因為看不
懂而造成誤認和曲解，無助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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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趣味又能習得學習內容的練習題受到歡迎
而教材內基本抄寫單字、句子和對話填空的練習題，帶給學生的學習意義大
不相同，有的認為有用，視為一種練習和複習，能帶來記憶上的幫助；但有的卻
認為枯燥無趣，即使寫完、抄完也不會記得，知道如何唸才是重點。惟在「找字」
、
「畫圖」與「縱橫字謎遊戲」這三類特殊型態的習題，多數學生皆感到肯定，富
有趣味性又能從中更了解課堂所學單字。

肆、在評量方式的經驗方面，學生認為英情課非主科因而不重視考試，而筆試
比口試困難在於需要拼字和多選項易造成混淆，並期望能有趣味的多元評量
一、英情課非主科的地位使其考試被忽略
晴天班學生認為英情課不是主要科目，再加上英情考試並不會納入學期總成
績，因此疏於對英情課的重視和複習。多數學生表示平常還要參加校外補習班，
課業負荷量已夠多，時間和心力都花在一般英文課和補習班英文的準備上，自然
也就沒有心思去在意英情課的考試。另外，由於家長關注的是孩子在校英文和補
習班的成績表現，更加深了學生對英情考試不重視的現象。

二、需要記憶背誦的拼字筆試和多選項考題讓學生感到困難
在考試的部分，學生認為筆試比口試困難許多，原因在於筆試需要背，需要
拼字，試卷上若只有圖而沒有單字提示，他們就不知道要如何拼字了；然而口試
卻只需要知道單字意思和發音即可，不用將字母拼出來。同時，學生感到困難的
還有多選項考題，易造成相似單字的混亂不清，進而不知該填入哪一個空格。

三、學生期望有趣、多變化的評量型式
雖是英語情境學習，但在考試實施上仍採用傳統紙筆測驗加上口試來衡量學
習成果，學生認為考試帶來壓力，應該要用類似學習的方式，也就是評量即學習，
例如以有趣的特殊類型練習題、遊戲式的問答、上課態度和參與度等作為平時學
171

習表現。而學生提出的方法也正符合情境學習採「多元評量」的精神，不應僅藉
由總結性評量去評估學習成果，評量應是要多元化，學習歷程與結果同等重要。

伍、在情境設施的經驗方面，學生肯定情境教室和情境教具，認為能藉由感受、
體驗和情境融入來理解英文，但囿於場地限制和材質問題而無法對課程主題
和單字有更深刻的體會
一、真實模擬的情境教室和教具能增加英語課堂理解
晴天班學生喜歡也肯定情境教室的設計與佈置，認為機艙、餐廳、超市等場
景模擬地相當真實。情境教室帶來真實情境的感受和彷彿實際身處的體驗，讓英
文學起來更有感覺且有趣，同時學生也會在主題教室營造的氛圍中，根據裡面的
佈置和擺設去猜測當週主題要學什麼，對課堂理解有幫助。雖然學生對情境道具
持有多種看法，但大致上皆認為模擬道具還是有一定的仿真度。而情境道具亦能
帶來感官上的真實感受，並從形體中認識並理解所學單字，也加深了對單字的印
象和記憶，經驗的形成有助於未來提取所需。

二、失去主題連結與逼真性的情境配置，既無真實感也無法深刻體會
儘管情境教室和教具能帶來學習上的助益，但兩者在場地和材料方面有其侷
限性，因而讓學生認為「捷運」
、
「旅行社」和「電影」這三個課程主題與情境教
室並沒有互相配合，看不到主題和教室之間的關聯，體會不到主題該有的情境感
受和能夠應用出來的深刻體會；而情境教具則是因為質地上都是硬的，學生認為
不夠逼真，雖然能藉由實體知道單字的確切樣貌，但無法有真實的觸感，進而無
法對單字有更深入的體會和了解。

陸、國小學生英語情境課學習經驗是人與整個學習情境的相互交織逐漸形塑而
成，當中有多種因素影響著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觀點、態度和行為
在英語情境課堂中，晴天班學生是與整個情境脈絡中的人、事、物及情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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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互動，並經一連串複雜的交互作用與多種因素影響，漸漸形成獨特的學習經驗：
一、受到日常生活經驗的影響
日常生活經驗會影響學生如何看待英文，他們了解到英文在生活中的重要溝
通功能，也跟著連帶認為上英情課能學到溝通，並肯定這門課。同時，生活經驗
也會影響學生對主題的評價，而給予不一樣實用程度的區分。
二、受到英語能力水平的影響
英語程度的高低影響著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動機和表現。全英語教學受到高
程度學生的肯定，也積極地與外師互動，但對於中低程度的學生則引起不了太大
的興致，反而更傾向由自己親自體驗的方式學習英文。
三、受到校外英語補習經驗的影響
部分校外英語補習經驗也會影響學生對外師教學的認同感以及對英情考試
的重視度與否。然而，有無補習對於課堂體驗活動的參與度和對學習情境的認同
感卻不會有什麼影響。
四、受到家長重視與支持的影響
家長在英文學習上的觀念與支持會進而讓學生也有英情課是重要且較為有
用等的觀點，而家長對平日上課或考試情形的關切和看重，同樣也會反映在學生
對這門課的重視程度和考試準備的意願上。
五、受到同儕力量拉扯的影響
同儕互動在課堂上也能發揮其不容忽視的影響力量，能透過討論和互助讓彼
此進步、成長，更加了解學習內容，但同時也會對一些學生造成學習壓力，使得
他們怯於在課堂中說英文。
六、受到學校課程設置規劃的影響
此以學校的整體脈絡來看，包含了英情課程在制度上的設立影響其在學生心
中的地位和對評量的重視；活潑、搞笑、有耐心等的教師特質影響了學生的學習
感受、學習動機、課堂理解和發言意願；課堂活動影響學生對於英文學習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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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認為可以自己體驗和應用的真實活動能更了解英文；而課本內容的色彩、
課程主題的實用、有趣性及其相對應活動，都會影響到學生對主題的興趣和投入；
情境教室和教具的模擬會影響到學生對主題的掌握、學習感受及理解，但若沒能
與主題相互搭配，以及道具不夠逼真，則無法有更深入的體會。

第二節 研究省思

壹、對學生觀點之省思
本研究著眼於探究學生在英語情境課學習過程中的經驗和觀點，因此研究
者試著從學生的學習視角和聲音，呈現發人省思的重要啟示。

一、給予同理心的聆聽，珍視並審慎採納學生觀點
對於在學校中學習環境的人、事、物與情境等，學生往往有其一套獨特的見
解與最深的感受。研究者於訪談中，深入了解小學生對英語情境課的學習觀點，
發現他們的話語能帶來令人恍然大悟和震撼的啟發。當有機會訴說，即使年紀尚
小，詞彙量還不充足，但能看出學生是很努力地用各種方式在表達自己內心的想
法，有時看似務實、卻又帶著童言童語的天真爛漫，這些都是毫不掩飾的真實流
露，也能從中看到學生的多種情緒，開心的、興奮的、沮喪的、甚至是因為覺得
荒謬而表現出來的不解和不以為然。學生具有相當敏銳的洞察力，能看出教學活
動、教材、評量等在課程設計或安排上的優缺點，並不會一味地接收，他們知道
哪些對自己的學習有沒有用處、怎樣的學習有趣又能學到東西，並有其內心評價，
進而也會在學習歷程中展現自己的學習動機、意願和投入。而學生的獨特想法中
也帶有著他們對於學習事物觀點的一致性，當多數學生呈現相同的心聲，例如認
為加上肢體動作和活潑語調的方式有助理解、對話內容只是帶過而無法真正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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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提供多一點問題和提示的學習機會，或者是影片無趣又學不到東西、黑白
的教材內容無聊又看不懂、情境教室和課程主題沒有相互配合等，他們總能根據
在學習當中的洞察和感受，提供充分證據來說明原因，這些重要的訊息都值得被
仔細聆聽、珍視和回應。然而，也因為學生尚未是成熟個體，在想法上有時較為
狹隘，因此須予以斟酌，不能全盤採用，例如，有的學生認為抄寫單字、句子的
練習題沒有意義，但臨摹抄寫能使人熟練，基本的練習仍有其必要，不能因學生
有這樣的想法就將抄寫習題移除。不過可從別的角度來思考，抄寫份量的多寡、
是否有何種題型設計能提升抄寫的樂趣，或者以閱讀的方式來增加對所學單字、
句子的記憶等，習題仍可兼顧練習和寓教於樂的功能。
在一間教室裡，教師和學生的地位同等重要。然而，教師仍是擁有掌控權的
那一方，便會視學生的特殊看法為一種威脅並予以抗拒，雖然孩子的觀點不全然
反映大多數握有大權者的思想，甚至是反支配的，但這些聲音能夠批評當權結構
和權力（Lincoln，1995），同時也是能夠精進教師教學、改善學生課堂學習的力
量。因此，當學生的聲音被引出，教師應重視彼此間想法上的差異，以開放的心
適時融入學生的學習經驗和觀點，師生兩者在其能動性之間取得平衡，共同譜出
課堂和諧、美妙的奏鳴曲。

二、學生觀點反映英語學習本質的再思索
英語情境課對學生來說，是一個在學科林立、對分數錙銖必較的環境中能快
樂、輕鬆學習英文的地方。由於設立的主要目的是要提供學生一個沒有壓力的英
語學習環境，因此，外師不會要求學生一定得背單字、背句子等，考試分數也不
會納入學期總成績內。但這也使得學生的觀點透露出一個現實和矛盾的現象：第
一，考試不重要，不需要複習；第二，筆試很難，因為需要拼字，且認為外師沒
有硬性規定他們要背單字，就不用背，也沒有背，進而在考試時不知道如何拼字。
矛盾在於，學生覺得需要背和拼字的很難，卻又不願意花心思主動去背，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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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學生在英語學習上的被動。這與學生本身是不是認同課本練習題的功用並沒有
太大的關連，即使那些認為抄寫的習題能幫助記憶的學生，他們仍然認為需要拼
字的考題很難，練習的成效並沒有呈現在考試上，主因還是在於有沒有主動複習。
學英文究竟是「為了誰而學？」、「為了誰而背？」，學習的本質似乎模糊不清。
讓學生能夠快樂、零壓力地學習是件好事，若在當中，學生能夠自主學習，懂得
為自己負責，則能帶來更有意義的學習。
然而，並不能將之全部歸咎於學生。試從情境課程設計的角度切入，若學習
內容能真正、足夠地融入在學習情境當中，學生就不需要以記憶背誦的方式來加
深對單字的印象，而是能夠在「使用」
、
「應用」和「練習」的過程當中，不知不
覺地習得並記得那些字彙。學生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學習，又能夠自然而然了解
並記憶單字，豈不是很好呢? 不過，由於英語情境授課時數有限，要達到此理想
有其困難度，再加上受到大結構面的束縛，也就是英語要背單字、靠考試增加對
單字記憶的既有觀念，要扭轉學生在單字上的學習模式，著實有待多方面的配合。

貳、對英語情境課程教學之省思
上述以學生角度出發的省思，更加突顯了學生的學習主體性，他們其實知
道可以怎麼學、怎麼學會更好。當學生的學習經驗和觀點被加以重視，英情課
程的規劃與實施則能更符應學生的需求，也能增進其學習動機和成效。
一、外師進行全英語教學活動需輔以更多的肢體語言、活潑語調、耐心提醒來
協助學生了解英文
在英語情境課中，外籍教師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是關乎到學生能否在英情課
獲得有效學習的關鍵之一。外師能帶來母語人士使用英語的真實情境，讓學生沉
浸在全英語的氛圍裡，但凡事一體兩面，外師授課並不意味著學生就能會照單全
收，在訪談中，就有半數學生表示上課聽不懂，即使有問題也不太敢直接詢問。
國小學生對外國語言的熟悉與掌握尚在起步階段，因此在全英文的情境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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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對於外師的聘用有兩點須予以思量，為語言能力和個人人格特質的評估。通
常外師不具備中文能力，此時學生需要教師更多大方、活靈活現的說話語調和肢
體語言來搭配單字或說話內容的講解，這對他們能否理解課堂所學有很大的幫助；
並善用教師本身具有的幽默感、親和力、耐心等正向特質來吸引學生在課堂中的
專注力，當學生能藉由活潑的解說和學習氛圍聽懂上課內容，或者因為受到尊重，
願意在教師多給予的學習機會和耐心引導下嘗試發言，課堂投入和學習的意願自
然跟著提升，反之亦然。

二、教師應確實掌握學生在主題對話內容上的學習狀況，再進行角色扮演的任
務，才屬有意義學習
主題活動與遊戲的親自體驗是英情課的特色，讓學生能從中與外師、同學、
情境互動，並逐漸建構屬於自己的英文知識。不同情境角色扮演的對話內容提供
英語真實使用脈絡，當學生了解句子涵義，才會知道如何使用句子，否則僅會流
於形式上的嘻笑玩樂。因此，外師應確實瞭解和掌握學生在主題對話內容上的學
習狀況，適時地將對話內容予以詳細解釋，並提供時間讓學生充分練習，有了基
礎先備知識的建立與熟練，讓學生在真正了解的情況下去角色扮演，這樣的任務
活動才是有意義的學習。此外，在情境教室實地進行角色扮演時，由於學生為外
語初學者，即使充分練習，仍可能會有卡住或覺得困難的地方，外師更應是架起
學習鷹架的引導者，在旁提供更多學生在對話溝通實作上的示範和提醒，讓學生
能有觀察和模仿的機會，在練習中修正、進步、延伸跳躍，並擁有懂得運用所學
的深刻體會，方能彰顯主題活動所能帶來的實質樂趣和學習意義。

三、在課堂中宜適時實施分組合作學習，利用同儕力量搭起學習鷹架，增加對
學習內容的理解
同儕的互助有時候能讓彼此從中受惠更多，是能促進課堂理解的隱形推手。
學生碰到問題時，不一定每每都會詢問外師，反而大多是會求助於同學，但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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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間語言不通之下被誤認為是在說話，這也挑戰著外師如何辨別和應對的能力。
然而，一個實務社群，每個人都有其專長、能貢獻的地方，從訪談內容中也透露
著學生是積極、主動地想要借助同學的力量去聽懂上課內容，認為這樣可以學到
更多原本不會的，並非為了聊天，因此，外師於英情課應適時實施分組討論機制，
例如，透過組內合作、組間競爭的活動讓學生來完成單字或對話的課堂小任務或
遊戲，甚至是教師拋出來的問題等，而這一段時間是學生確實可以利用討論來了
解上課內容的；分組並不是表面上的遊戲分組，實際上卻個人獨立回答，全組蓋
章，而是真正賦予學生能彼此合作的機會，讓他們進行討論、想法交流、有經驗
或擅長者的教導等社會互動，藉由同儕間分散性智慧的協助，共享英文知識，增
加學習內容的理解。同時，外師於分組合作前應樹立規則，讓學生知道實施分組
的用意，以達到合作學習之效用。

四、英情課本內容應呈現繽紛鮮明的色彩，讓學生能進行圖像、字義之間的想
像與連結
教材內容與學生在課堂中會產生密切互動，更是在英語的情境學習中，能讓
學生藉此獲得知識的媒介。當學生認為課本無聊、不想看、看不懂，甚至因為看
課本圖片造成單字意思的誤解，教育工作者應當回歸初衷並反思，課本是為誰設
計？是要讓學生學到什麼？又學生實際上得到了什麼？根據情境學習論者所言，
知識是一種分散性智慧，認知活動不只存留於個體心智內，而是會與教師、同儕、
工具、器物等進行一種認知的思考關係（黃永和，2009），知識是散佈在整個情
境脈絡中，書本、教具、圖卡中的知識也是情境中的一部份。據此，課本內圖片
所呈現出來的亦是一種能夠從中獲得知識的情境，教材不該使用黑白的圖片，而
是應提供色彩鮮明的圖像，要更切合實際，使得教材內容得以營造出一種豐富的
學習氛圍。同時，對於處在對顏色和圖像具敏銳度和想像力的小學生而言，他們
能夠借助圖片，進行圖像與字義的連結，進而去猜測、去理解外師所要教的單字。
因此，教材需兼顧活潑色彩與知識傳達，以更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若設計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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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能宛如一本有趣的故事書，吸引著學生的目光，並提升學習動機。

五、英情考試應納入真實活動的實作，並以多元評量的方式檢核學生的學習歷
程和成果，以更符合情境學習之精神
英情課在評量實施上僅以傳統的筆試加上簡易的口試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
果，而學生在訪談中所提到的，也只有部份觸及到情境學習中應實施多元評量的
精神。基於情境學習的內涵，也就是知識不可脫離真實活動和文化情境脈絡，透
過學習者的主動探索和操作來習得知識概念，以及彩虹國小英情中心建立模擬的
情境教室是為了增加真實使用英語的溝通機會的願景，實際上在評量方面卻缺乏
了真實活動的實作。既然真實性評量要與知識的情境完全結合（楊家興，1995）
，
在實施的形式上，可再次讓學生在情境教室以角色扮演互相對話的方式，達成在
生活中不同場合的任務解決，如在點餐、旅遊諮詢、看電影時等，用以觀察學生
實作、解決問題等表現，同時也如 Choi 等人（1995）所言，評量是知識的真實
應用，透過實作評量，學生能意識到學習不是學科內容的記憶考驗，而是對某一
學習領域的深刻了解。這樣的評量是自然的、真實的，對學生來說，也能藉由再
次在生活的模擬情景裡親身體驗，與真實生活連結，透過跟同儕的實際對話，加
深對該學習範疇該應用至何處、如何應用的印象和領悟，達到情境問題的解決。

六、情境教室與課程主題的關聯性應予以正視，可提供更多和主題相符的佈置
擺設，並改良情境實物的材質，讓學生更能感受其實際氛圍且深入領會
情境教室將真實世界帶進教室，提供更真實的學習氛圍，讓學生能徜徉其中
與師生、環境互動。而在學習過程當中，學生內心往往有最直接的體會和感受，
在他們說出主題沒有配合教學、主題和教室沒有關係、對學英文沒有幫助等真實
意見表達的同時，道破了有些主題在實行上的困難，也突顯出情境教室和課程主
題之間的關聯應受到重視。雖然有經費使用和學校空間運用上的考量，無法為每
個主題建造其獨有的情境空間，但在物理環境方面，能多利用情境教室內可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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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擺設更多與主題相關的佈置與物品，例如可移動式的圖像、字樣、海報、
壁報、實物等來妝點教室，因應當週課程主題去做變化；在教學方面，則有賴於
教師善用教學媒體，以更多聲音、影像、影片等來幫助營造豐富的情境學習環境，
讓學生在感官的體驗上能有如身處在真實情境的感覺，而在觸覺上，若可行的話，
則改善教具實物的質地，使其能更逼真。總的來說，盡可能克服地域限制，呈現
與主題相關的裝飾、佈置以及學習資源，讓學生能和主題有所連結，並深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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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貴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所碩士班的研究生–江妤欣，自 11 月份
開始將和蓬萊國小英語情境中心及中外籍教師進行一項合作，旨在了解學生在英
語情境課程中的學習經驗和對此課程的觀點與感受。研究期間將透過觀察、訪談
及分析學生學習文件的方式，以求全面且深入了解孩子的英語學習狀況。本研究
結果，將做為英語情境中心教師參考之用，改善國小英語教學實務上目前或可能
遇到的問題，並促使教師於日後更加關注學生的學習情形，增進教學與學習之間
的緊密連結，讓您的孩子在英語的學習上能更有效地學習，獲得有意義的學習。
請您閱讀以下內容，若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歡迎提出您寶貴的意見。
一、本研究預計從民國 104 年 11 月中起至民國 105 年 6 月止。
二、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會隨班在英語情境教室或專科教室的後方觀察，
並不會涉及或影響教師的教學。關乎課堂拍照，研究者會遵守保密原則，
若有呈現於論文之需，會將學生正面予以馬賽克模糊。
三、在蒐集資料中，研究者預計會與學生進行兩階段的訪談；兩次皆為團體
訪談，之後若因研究上的需要，則會篩選數位學生進行最後的個別訪談。
訪談內容主要為學生對英語情境課程的看法，而為了能專注於傾聽受訪
者以及能在事後紀錄並謄寫訪談內容，訪談的過程會全程錄音，但錄音
內容絕對不會外洩，研究者會謹守保密原則，學生名字及班級等個人資
料皆會匿名處理，以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
四、基於研究需要，研究者會觀察學生的相關學習文件，如課本、習題、學
習檔案等，研究者也會恪守保密原則，若需要出現於論文中，會以匿名
方式呈現。
五、本研究僅供個人學術之用，研究中的所有資料，絕對不會轉至他用。
六、在研究過程中，如貴子弟有英語學習上的疑難，研究者願提供額外課輔
以做回饋。
因為有您的協助，孩子的學習旅程會更美好！再次感謝，並且祝您平安
快樂、一切順心。若家長對此項研究有任何問題，歡迎您與我聯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所碩士班
指導教授: 湯仁燕博士
研究者: 江妤欣
聯絡方式: 0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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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英語情境課程訪談大綱

1. 學習英語的意義


為什麼要學英文?



覺得英文重要嗎? 為什麼?



學英文的目的是什麼?



平常會不會使用英語?



覺得什麼方法能使自己的英文學好?

2. 上英語情境課的價值


你對英語情境課有何想法?



為什麼要上英語情境課?



覺得這個課跟平常上的英文課有什麼不一樣嗎?



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有什麼收穫?



覺得要怎麼學習，才能讓你在英語情境課的表現更好?

3. 對於英語情境課「教學活動」的看法


你對英語情境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覺得外師用全英文的方式上課如何?



覺得外師的上課方式如何?



喜歡給外師上英文課嗎? 為什麼?



喜歡英語情境課的上課氣氛嗎? 為什麼?



喜歡在上課的時候跟外師互動說英文嗎? 為什麼?



在不會說或說錯英文時，你覺得外師有給你協助或提示嗎?



覺得課堂中的活動或遊戲如何?



會希望外師增加哪些活動?

4. 對於英語情境課「教材內容」的看法


你覺得課本裡的內容如何?



最喜歡哪一個主題? 為什麼?
190



喜歡情境課本的內容嗎? 為什麼?



覺得情境課本中的圖片如何?



覺得情境課本中的單字、對話如何?



喜歡課本中的練習題嗎?



會想要學哪一類的主題? 為什麼?

5. 對於英語情境課「評量方式」的看法


你對考試有何想法?



你覺得你努力的結果有沒有反映在成績上? 覺得要用什麼方法才能讓老
師知道你的努力成果?



覺得用口說測驗的方式來考試如何?



覺得寫考卷的考試如何?



會重視英語情境課的考試嗎? 為什麼?



如何準備考試? 跟平常準備英文課的小考、期中期末考有何差別?

6. 對於英語情境課「情境設施」的看法


你覺得情境教室如何?



喜歡情境教室的設計跟佈置嗎? 為什麼?



在情境教室跟在一般教室上課，覺得有什麼差別嗎?



覺得有多了很多練習講英文的機會嗎? 怎麼說?



喜歡在情境教室裡面上課嗎? 為什麼?



最喜歡在哪一個情境教室? 為什麼?



在情境教室裡面上課，會讓你更想說英文嗎? 哪一個主題和空間?



在情境教室裡面上課，有沒有使你更知道在何種生活情景要如何使用不
同的英文?



會想要增加哪些新的情境佈置呢? 為什麼?

7. 上完英語情境課的情意態度

這樣的學習方式，有讓你更喜歡英文嗎?

覺得自己的英文有進步嗎?

英語情境課有讓你更認識外國文化嗎?

未來在路上碰到外國人，敢跟他們說話嗎?

之後會不會想要再繼續上英語情境課?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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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我的英語情境課學習經驗

親愛的小朋友:
這份問卷是希望能了解你在「英語情境課」的學習狀況，這不是考試，不
會計分，也沒有標準答案。你的回答非常重要哦，因為可能是未來改進英語教
學的參考！看完題目後，請認真想一想，並根據你內心真實的想法和實際情
形，勾選一個選項，謝謝你的幫忙 
◎ 請在最符合你情形的

中打 V，一個題目只能有一個 V 哦！

一、 基本資料
1. 中文名字: 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名字: _________________
2. 課外英語學習時間:
我現在有補習英文（英文家教），
並且一個禮拜要上英文補習班（英文家教課）_________天
我現在沒有補習英文（英文家教）
但我以前有補習英語
我從來沒有補習英語
3. 回家會複習英語情境課課本嗎? （包含寫作業、聽 CD、跟著 CD 唸課文）
會，我會自己複習
會，有人陪我一起複習英文，是 ______________ 協助我學習英文
不會，也沒有人陪我一起練習英文
4. 除了學校的英語課本和 CD 外，我平日還會（◎此題可以勾選多個 V）
看英文卡通
看英文電影
看英文故事書
聽英文歌曲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都不會
5. 下列科目，依你喜歡的程度，按照順序在

填下 1.2.3.4.5.6。

(◎ 1 是最喜歡，6 是比較不喜歡)
國語

數學

英語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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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英語情境課

二、對於英語情境課的「教學活動」（外師教學）的看法
1.

我覺得外國老師上英文課
很有趣

2.
3.
4.
5.
6.
7.

有點有趣

有點無聊

非常無聊

外國老師在上課時全程說英文的教學方式，我感到
很喜歡
有點喜歡
不太喜歡
非常不喜歡
1. 當
外國老師用道具、動作、表情等講解、示範英文單字和句子，我覺得
我
很有幫助
有一點幫助
不太有幫助
沒有幫助
不
4. 當
3. 當
2. 當
5. 當
對於外國老師上英文課的氣氛，我感到
會
我
我
我
我
很喜歡
有點喜歡
不太喜歡
非常不喜歡
7. 當 不
說
8. 當不
不
6. 當 不
9. 當
上課中的遊戲任務(例如角色扮演、速食點菜、玩 four square 等)，我覺得
我 會
我會
或
會
我 會
我
很好玩
有點好玩
不太好玩
非常不好玩
12. 不
當說
11. 不
當 說
10. 當
13. 不
當
說
不 說
能跟外國老師互動、講英文，我覺得我
我或
會
我
我
會
我 或
錯
或
會 或
會
很喜歡
有點喜歡
不太喜歡
非常不喜歡
不
16. 說
當說
17. 說
當
不
不
14. 不
當
時
15. 說
當 說
說 說
對於外國老師在我英文說錯了或不會說時，會引導我怎麼說，我感到
會
我錯
或
我
會
會
或
會
我
，
我 錯
錯
或 錯
或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時
21. 說
不
當
19.說
當
說
18. 當說
不
外
不 時20. 當 說
時
說 時
會
我
或
國
，
錯

或
會，
我
錯

我錯
或
會 ，

我 或
會
錯 ，

說外
說
不
不
不時
說 外
不 說
老
時
外
時 外
時
三、對於英語情境課的「教材內容」（英語情境聯絡簿）的看法
錯
或國
或
會
會
錯
，
會，
錯
會 錯
或
師
或 國
國
， 國
，
1. 我覺得情境課本中的主題
時
說老
說
說
時
說外
時
說 時
說
會
外
說 老
老
外 老
外
很有趣
有點有趣
有點無聊
非常無聊
，
錯師
24. 國
當
錯
或
或
，
，
或
錯
給
錯 師
23.或國
當
師
22. ，
當
25. 國
當
國 師
2. 對於情境課本內容，我感到
外
我
時會
時
說
說
外
說老
外
說 外
時
我
老
時 會
會
我
我
老 會
老
很喜歡
有點喜歡
不太喜歡
非常不喜歡
28. 師
當給
26.錯當
29. 師
當
國
，
師
不
，
錯
錯
27. 國
當
國
國
錯
，
提
， 給
不
給
不
不
師 給
3. 我覺得情境課本中單字的難度
我我
老
外
會
外
時
時
我
老
時我
老
時 老
外
示
會
外 我
我
會 我
會
很簡單
剛剛好
有點難
很難
不提
32. 給
當
33. 給
當
不
師
國
給
說
國
，
，
31. 當
不
師
，不
師
， 師
國
或
國 提30. 當
說
說
提
說
給 提
4. 我覺得情境課本中對話的難度
會
會
或
老示
我
老
外
外
我
我
會
外會
外 會
老
教
我
老 示
示
或
或
或
我 示
我
很簡單
剛剛好
有點難
很難
不
36. 不
當說
當
35. 提
當
37. 提
不
當
給
師或
提
說
師
國
國
說
給
國
給
國 給
師
我
師 或34. 不
或
說
提 或
5. 情境課本中的習題練習(填空、造句、畫圖等)，我感到
會
或教
我
我或
或
我
會
錯
示
老
老
會
會
或
我
老
我
老 我
會
示
會 教
教
錯
錯
錯
示 教
示
很喜歡
有點喜歡
不太喜歡
非常不喜歡
41. 或
當
39. 說
40. 或
當
說我
說
說
不當
不
不
說
不
提
給
或
時
給
師
師
說
提
說
提
師
提
師 當
給
給 我 38.
時
時
我
時
或 我
6. 我覺得情境課本的內容，對於我了解外國文化
我
我
或
錯會
錯
會 我
錯
示
會
或
，
教
會
或
或
錯
示
會我
示
示
我
教
我
，
，
，
教
教
很有幫助
有一點幫助
不太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45. 我
當
42.我
當
43. 當
不
不
不
時給
時
說
說
時
或
提
我
外
提
給
說
說
或
時
或
給44.
或
給 不
提
提 當
外
外
外
我
我
會
，
錯
或
示
我
教
國
不
說
時
外
或
提
我
老
會
或
國
，
錯
教
示
師
說
外
老
時
我
或
會
或
錯
師
國
，
教
給
說
時
老
會
外
我
錯
，
給
師
國
提

我
會
錯
，我
教
或
國
示

，
或會
錯
我
教
示 我
國

或
錯
，
我 會
教
示
國

我

不
外提
時
說
我
或
老
會
或
，
國示
錯
師
教

外
說說
時
提
我
或 不
老

說
時
我
外
提 說
或
老

不

國
錯或
，
示
教 會
師

錯
，
國
示 或
教
師

會

說
說
老或
外
時
我
會
或
錯
國
師教
，
給

老
時說
外
或
我 說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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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外
老
或 說
我
會

說

師
，錯
國
教
給 或
會
外時
老
我
我 說

，
國
教 錯師
給

或

外
老
我 時會
我

說

給
國，
師
提 錯

國 ，給
師
提

錯

說
時
會我
老
外
我
，
師
給錯
國
提

四、對於英語情境課的「評量方式」（考試）的看法
1.
2.
3.
4.
5.

6.

7.

我覺得英語情境課的英文口說測驗
很簡單
有點簡單
還可以
有點難
很難
50. 當
48. 當
47. 當
49. 當
46. 當
在考英文口試時，我覺得
我
我
我
我
我
很緊張
有一點點緊張
完全不會緊張
51. 當
53. 不
當
不52. 當
不
不
不
我覺得英語情境課的英文考試卷
我
我
會
會
會
會
我
會
很簡單
有點簡單
還可以
有點難
很難
56. 說
當
58. 說
不
當
57. 不
說
當
不54. 說
當
55. 當
說
在考英文考卷時，我覺得
會
我
會
或
我
或
或
或
我
會
我
我
或
很緊張
有一點點緊張
完全不會緊張
不
不
說
說
不
說
59. 說
當
60. 當
不
不
61. 說
當
說
我在英文考試前的準備情況
或
會 我
或
錯
會
錯
錯
錯
會
我
或
會
會
我
錯
花一點點時間準備就可以考好
說
說 不
說
62. 當
時
時
時
時
說
不
說
說
不
時
要花很多時間準備才能考好
63. 我
當
錯
或 會
錯
，
或
，
，
，
或
會
錯
或
或
會
，
不需要準備
64. 不
當
我
時
說 說
時
外
外
外
外
說
時
說
說
說
說
外
沒時間準備
我
不
，
錯 或
，
65. 會
國
當
錯
國
國
國
錯
或
，
錯
錯
或
國
就算花時間準備也不一定會考好
不
會
外
時 說
我
外
時
老
老
老
老
時
外
說
時
時
66. 說
當
老
我對英語情境課的考試期許
會
說
國
， 錯
國
師
或
不
，
師
師
師
，
錯
國
，
，
錯
我
師
我希望自己在英文考試能拿_______分以上
說
或
老
外 時
老
外
會
會
67. 會
當
會
外
老
時
外
外
時
不
會
我不在意，也沒想過自己英語要考幾分
或
師
國 ，
師
68. 錯
給
說
當
國
我
給
給
給
國
，
師
國
國
，
會
給
父母對我英語情境課的考試標準
說
錯
會
老 外
或
會
老
我
時
我
我
不
我
老
會
外
老
老
外
我
父母會設定我的英文考試分數，希望我拿______分以上
69. ，
當
錯
時
給
師 國
給
提
說
不
師
會
提
提
提
師
國
給
師
師
國
或
提
父母不會規定我的英文成績
我
時
70. 外
，
當
我
會 老
錯
會
示
示
示
說
示
會
我
老
會
會
老
示
不
，
外
我
提
國
或
時
說
給
師
錯

提
或
給
師

給
或

提
師

或
給

給
或

會
外
國
不
示
我 會
，
或
示
我
老
教
教
教
說
教
我
示
會
我
我
時
教
五、對於英語情境課的「情境設施」
（五樓情境教室）的看法
說
國
老
會
或
提 給
或
我
師
外
提
錯
我
我
我
提
給
或
提
提
給
，
我
1. 對於情境教室的的設計和佈置，我覺得
或
老
師
說
教
示 我
國
錯
教
示
會
時
示
教
我
示
示
我
外
很喜歡
有點喜歡
不太喜歡
非常不喜歡
說
師
會
或
我
老
時
，
73. 我
當
74. 給
當
或
提
72. 或
當 提
我 71.
或當
或
提
國
2. 在情境教室裡上英文課，我覺得我
（◎此題可以勾選多個 V）
錯
會
給
說
教
師
，
教
我
外
我
教
我 示
我
示
教我
教
示
老
能更知道外國老師在上什麼
時
給
我
錯
我
75. 提
當
會
外
國
不
不
我
或
不 或
我不
我
或
師
能很快融入外國老師的教學
，
76. 示
當
提
時
我
給
國
老
會
會 教
會
教
教
會
能更知道要如何把所學到的英文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外
我
提
示
，
77. 或
當
不
老
師
說
說
我
說 我
說
給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
不
78. 教
當
示
或
外
我
會
提
師
或
或
或
3. 我覺得在情境教室中，對於學習英文
老
會
或
教
國
不
說
我
示
給
說
說
說
提
很有幫助
有一點幫助
不太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師
說
不
教
老
會
給
80.錯 當
我
錯
錯1. 當 81. 錯當
79. 當
示
82. 或
1.

當

會
或
我
師
說
教
當
提
時

時我

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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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我

給
說
會
或
錯
我
提
示
，
教

，不

，不

，

不

我
錯
給
說
時
示
不
或
外

外會

外會

外

會

提
時
說
我
錯
，
或
會
教
國

國說

國說

國

說

4.

我覺得情境教室讓學英文變得
更有趣
有一點有趣
還好
有點無聊
更無聊
87. 1. 當 86. 1. 當
85. 1. 84.
當 1. 當 83. 1. 當
在情境教室裡，我覺得我
當
當
當
當
當
更敢說英文了
比較敢說英文
不太敢說英文
我
我
90. 我1. 當
89. 1. 當 我 88. 我
1. 當
很怕說英文
不想說英文
不1. 當
不
不
當不
92. 當
91. 當1. 當 不
1.

當

1.

當

1.

當

1.

1.

5.

1.

當

當

當

1.

當

1.

1.

當

當

1.

會
我
當

會

當
我

當

會

我會

會

說
不
我
說 不
說
我
說
不說
六、我的英語學習與進步情況
或
或 會
會
不
不
或
或
會或
1. 上英語情境課，讓我覺得困擾的是（可以勾選多個 V，沒有則不用勾）
說
會
說 說
說
會
說
說說
上課內容太難了
錯1. 當
錯 或
說
說
錯
錯
或錯
93. 或
聽不懂外國老師在說什麼
當1. 當
時
或
時 說
時
或
時
說時
94. 說
我有舉手，但沒有能回答到問題的機會
我1. 當
當
，
， 錯
說
說
，
，
錯，
95. 錯
回答外國老師的問題常會感到緊張
不
我
外
錯
當1. 當 外 時
外
錯
外
時外
96. 時
練習英語對話的時間太少
會
不
國
我
國 ，
時
時
國
國
當
，國
97. ，
1.
1. 當
擔心被外國老師點到發言
說
會
老
，
不
老
我1. 當 老 外
，
老
外老
98. 外
1.
1.
當
有問題或不懂的地方，我不敢問外國老師
或
說
師
會
外
外
師
師
不
當1. 當 師 國
國師
99. 國
1.
1.
當
同組的同學們都不會幫助我
說
當
或
會
國
會 老
會
會
國
會
我1. 當
老會
100.老
上課中的活動或遊戲太少
當
我
錯
說
給
或
老
老
給
給
不1. 當 給 師
師給
101.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當1. 當 我 會
時
不
錯
我
師
說
我
或
師
我
會
會我
102.會
不
我
會
，
當
時
提
錯
提 給
給
會
會
提
提
說
給提
2. 我最喜歡英語情境課的什麼地方? 為什麼?
會
不
外
說
我
，
示
我
給
時
示 我
示
錯
給
示
或
我示
當

當

1.

1.

1.

當

1.

1.

1.

當

當

當

1.

當

說
會
或
國
不
外
或
，
或 提
提
我
我
或
或
時
提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
說
老
會
國
教
示
提
外
教 示
教
，
提
教
錯
示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說
或
錯
師
老
我
國
我 或
或
示
示
我
我
外
時
或我
錯
說
會
時
或
師
教
或
老
國
教
或
，
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
錯
，
給
說
會
師
我
教
教
老
我
外
我
，
時
我
外
錯
給
我
會
師
國

我

外
，
國
提
時
我
給
會
老
3. 上了這麼多堂情境課，我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國
外
示
老
，
提
我
給
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
國
師
或
外
示
提
我
會
師
老
教
會
國
或
示
提
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
師
給
我
老
教
或
示
給
會
師
我
教
或
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給
提
會
教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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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示
給
我
或
示
提
或
我
教
或
示
教
提
我

4. 從四年級上學期到現在，我覺得…
我的英文有進步，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3. 1. 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
1.

當

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
我的英文沒有進步，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4. 會1. 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
說
1.

當

我
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
說
會
錯
5. 最後，我希望英語情境課可以…
說
時
或
，
◎ 可以用寫的或用畫的來表達自己心目中的英語情境課哦！
說
外
錯
國
時
老
，
師
外
會
國
給
老
我
師
提
會
示
給
或
我
教
提
我
示
或
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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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課堂觀察日誌
日期: 2015-11-19
時間: 2:20～3:00；3:10～3:50 (2 periods)
地點: 機艙
人數: 13 people (female: 7, male: 6)
授課教師: Mr. M
課程主題: Airplane Cabin
編碼

客觀事實紀錄

省思札記

2:15 外師到班上整隊帶去情境教室
《第一節》
2:22
學生一進去就被隨機指派飛機座位
2:26
外師在投影片上呈現之前教過的單字圖片讓學生看
圖回答，作為上一次的複習(例如: aisle seat, cabin,
flight attendant, seat belt, tray table, pillow…)。
學生的反應相當熱烈，舉手非常踴躍，很願意嘗
試，只要圖片一出來，就會有人馬上舉手搶著要回
答: “Teacher! Teacher! Teacher!”或者”Teacher, I
know!”的聲音響亮且此起彼落。
不只是有圖讓學生看圖說字，還有句子的呈現，讓
他們根據句意說出單字。

* 搶答得分
能為該小組獲得一分，累積
蓋章

* 鮮豔的圖會帶給學生視覺
上的刺激

在上課的過程中，學生對外師的語氣、動作等會有 * 教師的人格特質會影響學
反應，會笑。
生的學習
2:37
拼字活動，一樣是有關「飛機座乘」單字的複習
外師會在投影片上呈現正確字彙的關鍵字詞，
(例如: Q: put your luggage in here / A:cab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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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用不同的形式來進行重
要單字的複習，這些都是往
後在對話練習中或是生活實
務上會用到的單字

people on a plane 這題，沒人舉手回答，一片沉
默，老師立即在白板上給予該字彙的小提示，讓學
生猜字母 ex. _ _ _ _ _ _ _ _ _ _ A: passengers
學生開始隨機猜測字母，遇到該正確單字有的字
母，老師便把字母寫上去；講對其中一個字母的人
為他們那組貢獻一分；學生非常踴躍，有些舉手舉
到都快站起來了。但若是組員答錯，同組其他的人
就會「吼」一聲。

* 令人驚豔的一幕！看到孩
子們熱烈參與課堂活動，心
中會充滿感動！
* Mr. M 會適時控制學生秩序

2:44
外師進行下一個活動，用白板寫下 Taipei & Tokyo
* 外師善用實物以輔助，幫
還有其他相關字詞，問學生在這當中，會需要用到 助學生了解新單字
哪些東西；並馬上用 google 找圖，輔助學生不會
的部分；在教到 luggage 時，外師拿出行李箱，進
行解說。
2:55 (p.10)
因為有人一直講話而被扣點(第 2 組)
進行書寫的練習活動，每個人都很認真地在寫。
2:58
練習的過程中，有兩位學生會相互討論；
有幾位速度快的學生已寫完，並排隊給老師批改
老師表示改完練習題就是個人的 break time。

* 礙於座位問題，研究者在
後方無法確實得知學生討論
了什麼，或者覺得哪裡有困
難，甚為可惜
* 在下課期間，研究者發現
有幾位女生喜歡黏著 Mr. M
，會想找老師說話

《第二節》
3:13 貼聯絡簿，補充資料
3:16
進行一個「小測驗」，老師叫學生名字去前面考試
，老師會問問題，然後請學生唸 dialogue(唸 p.4)
問題部分有認圖問答 ex. What’s this? /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Why? / 有時穿插 How old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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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學不懂，一個叫
Jeremy 的男學生會幫忙解說
* 因為是在前面進行口語測
驗，老師的聲音很小，研究

等基本日常生活用語；對話部分，師生交換角色，
有時候師扮演 flight attendant，生扮演 passenger，
有時則相反，練習在飛機上的對話。還沒被叫到的
學生，進行 p.9 的課本練習。

者很努力地聽，試圖聽出老
師怎麼問學生，問了哪些問
題，而看學生反應，能否會
回答

3:33
檢討 p.9，學生舉手搶答，老師會點學生回答
沒被叫到的第 2 組某成員:「老師都不叫我們！」

* 學生相當在意團體積點

3:36 收回聯絡簿
3:37
外師說 we’re going to have a competition. 並將學生
兩兩分組，完成 word puzzle 的任務。

學生遇到問題，會嘗試用英文詢問老師(2 位女生)
學生用中文跟老師說有人偷抄，外師表示聽不懂，
學生知道 Jeremy 的程度較好，要求他幫忙翻譯。
3:45 小組蓋章

* Group one: 25 points
Group two: 20 points
Group three: 21 points

3:50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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