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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學生在專題式外語劇場課程的學習投入

與語言學習策略使用之質性研究

A Qualitative Study of College Freshmen’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Us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a PjBL  Foreign Language 

Theater Class 

（收件日期 109 年 11 月 13 日；接受日期 110 年 2 月 11 日）

摘    要

本研究目的乃在分析外語劇場課程學生投入學習與使用語言學習策略的情形。研究

對象為科技大學大一學生，透過小組探討問題、編寫劇本、分工與合作、排演等，以專題

式目標讓學生投入學習，解決可能遭遇的問題；輔以使用語言學習策略熟悉語言技能，期

末演出戲劇。本研究探討學生在專題式學習外語劇場課程中：一、學習投入的情形如何？

二、運用語言學習策略情形如何？研究方法係改編 LESCS 及 SILL 問卷，進行訪談分析。

分析研究結果：一、學習投入情形：（一）互動和態度投入有顯著提升；情感及表現

投入呈現下降趨勢，因舊有習性改變少。（二）技巧投入：瞭解學習困境；口語能力訓練

後流利有自信；努力改善學習成效。二、語言學習策略：（一）社交策略求助他人。（二）

補償策略比手畫腳換字表達。（三）壓力化為情意策略的正向能量。（四）以後設認知策略

思索改進學習缺點。（五）記憶策略使用有待增強。（六）認知策略稍嫌薄弱。

本研究肯定該課程帶給學生學習的效應。藉由小組教學，師生有更多互動；透過有建

設性的課程實施，賦予學生情境語言任務，強調語言乃在複雜、有意義的情境中學習，學

生得以培養自發探究和合作的精神。研究發現學生透過專題式外語劇場課程，不斷討論與

回饋，投入學習的情形步入佳境，也瞭解使用語言學習策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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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engagement with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 field of theater.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s, script writing, task allocation, rehearsal, etc.,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based learning course is to showcase students’ performance onstage. This study 

aims to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leadership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Two research questions 

are posed: 1. Do project-based foreign language theater courses engag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2. What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do students rely on in a project-based foreign 

language theater course?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involved interview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an 

adaptation of LESCS and SILL questionnaires, in order to collect data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Research findings explored five categories of learning engagement. (1)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improved their interaction and attitude engagements significantly; however, their 

emotional and performance engagements suggested a downward trend, with little change due 

to old habits. Concerning skills engagement, students learned to understand their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y became fluent and confident after their on-stage theatrical oral training, and thus 

strove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2) The SILL Oxford inventory was followed to 

examine six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Students knew how to use social strategies to seek help 

from others as well as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rough body language 

and simple words. Students turned pressure into positive energy in their affective strategy 

application, and they learned about their shortcomings and tried to ameliorate them while 

employing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However, their use of memory and cognitive strategies 

appeared to be significantly weak.

This study affirmed that foreign language theater cours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an apprenticeship group teaching method, teachers and students had more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thereby facilita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Furthermore, through adding 

these types of constructive activities to the curriculum, especially contextual language tasks 

which emphasize complex and meaningful situations, students cultivated practices involving 

spontaneous inquiry, cooperation,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ie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is project saw student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y 

improv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y, learning engagement, project-based learning,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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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背景：

現今科技網路發達，資訊爆炸，英語目前仍是國際溝通的主要語言，許多非英語系國

家都將英語教育列為重要學習科目。臺灣學生在學習英語方面，程度呈現雙峰現象，英語

的普及性及臺灣整體環境的國際化不是那麼容易推動（張武昌等人，2007）。教育部多年

施政主軸以不斷推動培育學生國際觀為目標，冀望精進英語教學品質；但是研究者在英語

教學現場發現很難提升學生學習動力，學生不積極主動、缺乏熱情、自信與決心；因此，

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方法、態度、認知等都值得深入探究。

賴淑芳 (2019) 也指出臺灣過去三十年來大學數量快速增長，一些大學的教學品質

下降，大學生的學習狀況需要及時的關注、輔導和監督。張鈿富 (2012) 說明臺灣大學

教育普及化，衍生大學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的問題，其根本可能與學生的學習投入

(learning engagement) 有關。從研究的趨勢及焦點，「學習投入」是極重要的議題，須瞭解

學生在行為、態度和情感上能投入學習，以改善英語學習的成效。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學習策略，有許多的研究顯示臺灣學生學習英語時普遍缺乏適

當地運用策略（周啟葶、黃玟君、黃平宇，2011）。Macaro (2006) 指出 1970 年代後期，

許多學者重視第二語言學習者心理和情感變項的研究。而在這些研究中顯示「語言學

習策略」與第二語言學習的成功為正相關（藍俊雄、呂怡萱，2020; Nisbet et al., 2005; 

Oxford & Burry-Stock, 1995）。因此，以劇場動態形式的肢體語言、說、唱、演、情感

等呈現，學生學習可融入情境，加入動作來順暢地表達語言與自然的生活溝通，可以瞭

解學生在心理上及情感上使用的學習策略，習得語言學習策略，才能增進英語學習成

效。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面對臺灣學生在傳統英語教學現場極少發言的問題，本研究希望以活潑有趣的形式讓

學生改善外語學習問題，提供舞臺讓學生積極表達自我及展現自信，透過腦力激盪、激發

想像力、說故事、探討問題等，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因此，研究者結合外語劇場課程，探

討修課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學習投入和學習策略使用情形。透過調查學習投入和學習策

略，評量學生在完成英語戲劇演出專題任務中的英語學習成效，其過程如表演英文獨白

劇，撰寫英文劇本，背誦台詞，參與排演，最後完成專題任務，在成果競賽中朗朗上口演

出。雖無前後測量化成效，本課程以劇場演出競賽，三位評審委員評比，以及授課教師在

平時的小任務、作業、觀察等，做為形成性評量。

外語劇場課程乃是依專題導向學習的概念加以設計。活動設計的主要概念包括：1. 同

組學生為完成共同目標，須合作來敲定劇本主題及劇情的主軸，撰寫劇本，安排角色、擔

任導演、負責道具音效、安排時間演練。2. 學生投入並增強劇本閱讀、角色雕塑、聲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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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肢體動作、劇本改寫、劇本創作等各方面的知識學習。3. 同學間處理缺曠課影響進度

或各種歧異的意見、複雜人際關係等。4. 學生置身在外語展演的真實情境中，必須要善用

語言學習策略，完成任務展現自我。基於以上劇場課程的實施過程，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大

一學生在專題式外語劇場課程的學習投入情形與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情形。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探究專題式學習在外語劇場課程實施的狀況，參考 LESCS (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問卷（林淑惠、黃韞臻，2012）。及 SILL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問卷 (Oxford, 1986, 1989, 1990, 1996) 中的問題進行訪談

以蒐集資料深入理解學生在外語劇場課的學習投入與策略使用情形。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學生在專題式學習外語劇場課程中學習投入的情形如何？ （二）學生在專題式外語

劇場課程中運用語言學習策略情形如何？

貳、文獻探討

許多關於學習者的投入、動機和語言學習策略的理論可以支持本研究。文獻綜述部分

包括專題式學習法、英語學習與戲劇、學習投入和語言學習策略的理論，這些理論有助於

設計研究程序，從而解釋研究結果。

一、專題式學習法 (project-based learning)

Kilpatrick (1918) 在「 The Project Method」一文中提到鼓勵使用專題，例如設計風

箏或表演戲劇，使學生發展知識和技能並投入活動。專題導向學習法可以提高學生社交

技巧 (Jeong, 2019)，如本研究以描述性問題和解釋性問題 (Engineer, Phillips, Thompson, 

& Nicholls, 2003)，關注學生有「哪些」生活經驗，這些生活經驗「如何」和他們的英語

學習有關，透過學生自陳表述他們的經驗及想法，可將專題式的合作學習帶入小組成員

的經驗分享。Fischer (2015) 提到，專題學習為學生提供發展許多技能的機會，因為他們

自身投入該專題。蔡智孝 (2016, 27) 規劃其研究要項，「學生有發言權和選擇」以及「反

饋與修訂」都是專題式學習法最有影響的因素，讓學生最後能有成果展示。

在專題式學習過程，老師應該鷹架指令如分解任務、使用建模、提示、教導思考和解

決問題的策略、並逐步向學習者釋放責任 (Blumenfeld et al., 1991)；而學生處於真實情境，

在一段持續時間中努力地投入學習 (Blumenfeld et al., 1991)。；在過程中提問、討論、搜

尋相關資訊（徐琍沂、徐遠雄，2020）；能與他人良好合作，有意義的小組互動，處理人

際衝突，扮演主動學習的角色，做決定，能主動解決複雜的問題 (Kloppenborg & Baucus, 

2004)；最終成果可以與他人共享，因為有意義的課堂互動，對學習者整體語言學習進步

有正面影響 (Jeong,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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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課程強調關注學生與他人合作的學習、與人分工、認同自己和他人的社會行

為，以及和教師主動討論的形成（阮璿文，2016）。本研究的外語劇場課程，教師不給

學生教材，而是透過課程中專題導向的設計引導學生思考演出主題、尋找適當題材、編

寫劇本等，因應不同學習型態的學生，使其學習解決問題、溝通技巧、自我管理等能力

的特質。

同時，依據學理，專題導向的學習和戲劇具有以下的優勢：（一）專題導向的學習和

戲劇有助於學習者的口語能力發展，提供實用的口語環境，鼓勵學習者積極互動，討論和

溝通協商，發展溝通技巧。（二）這兩種方法對於學習者的情感因素都是有利的，在有趣、

非威脅性環境中培養學習者的動力和信心。（三）兩種方法都鼓勵學習者透過合作學習環

境來學習及完成工作 (Sirisrimangkorn, 2018)。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執行此課程來提供學

生有趣、好玩、使學生積極有動力的學習方式以深化英語學習。

二、英語學習與戲劇 (English learning and drama)

張麗玉 (2013) 的研究中討論了英國的 Finlay-Johnson (1911) 被公認是首位將戲劇運

用在課堂教學的先驅；同時期劍橋博斯學校 (Perse School) 的英文教師 Caldwell Cook 鼓

勵學生透過戲劇探究英國文學。張麗玉 (2013) 指出戲劇提供了 Gardner (1999) 所言的

「多元切入點」(multiple entry points) 如語文、推理、空間、肢體、音樂等元素。而 Reid 

(1987) 以感官來區分學習型態 --「聽覺型」(auditory)，「視覺型」(visual) 和「動覺型」

(kinesthetic)—不論學生以口說或耳聽，視覺輔助媒材，或者是肢體活動，課堂教學活動應

該活潑多樣，以增進學習效果。戲劇表演就是一個很好的形態讓學生能夠啟動主動學習，

發掘自己的優勢，透過動口或動手學習，找出趣味性。

胡寶秀 (2020) 指出演戲的趣味元素有效提升英語學習成效，降低第二語言習得的焦

慮，在語言學習策略上的分析，演戲時因運用肢體動作表達句意，不僅有助記憶詞彙或

句子的讀音和語意，也能將語言使用的情境內化，更理解及善用外語的詞彙和語句。正

如 Harmer (2007) 認為有益的活動可鼓勵學生在課外練習口說，不斷排練。教師可以提

供反饋來幫助學生進行良好的口語活動。張麗玉 (2013) 表示戲劇表演可以增進口語表達

的動機以及建立讀寫鷹架，因為撰寫劇本時融入角色有助於發展寫作內容（ Baldwin & 

Fleming, 2003)，而且戲劇世界裡的語言學習讓學生建立自信，有助於鞏固與深化學習成

果。

戲劇課程中學生口說英語的練習讓學生能在戲劇情境裡順利以英語溝通，因其所

扮演的角色、劇本裡的用字遣詞、劇情場景、情境語氣來自然表達。在一般英語課堂

Karabiyik (2019) 研究參與者在課堂行為，其中學生的口頭參與度較低。加入不同類型的

參與行為，他發現雖然都與期中考試成績呈正相關，但是課堂上的口頭行為是學生考試成

績的唯一預測指標。也就是說，學生經常參與口說活動，是最能明確看到學習成效。因

此，本研究希望以外語劇場課程除了能改善學生的被動學習，促進學生的創造力，培養學



38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生的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之外，能夠促成學生以表演的形式展現學習成果，內化

所學進而增強英語技能。

三、學習投入 (learning engagement)

有關學習投入的論述相當多。根據 Trowler (2010) 整理，George Kuh 和 Hamish 

Coates 是學習投入最多產的作者；而澳洲學者 Kerri Lee Krause 發表許多關注大一學生學

習如何學習的策略及學生投入學習的議題。Kuh (2009) 在其研究中說明，學習投入出現

在文獻中已經有八十年了，他長期參與 NSSE（全國學生參與度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和 CCSSE（社區學院學生參與度調查，Community College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研究美國學生的成功學習經驗。Kuh (2009) 指出教師須時刻保持

警惕，瞭解不同的學生族群在何種情況下以何種形式參與最有效，因為學生學習投入的程

度是學生學習和自我發展的最佳指標 (Carini, Kuh, & Klein, 2006)。Coates (2007) 則以 x 軸

學術 (academic) 和 y 軸社交 (social) 兩軸，界定出四個象限的學生學習投入風格，分別為

第一象限熱情型 (intense)，第二象限合作型 (collaborative)，第三象限消極型 (passive)，第

四象限獨立型 (independent)。

有關學習投入的構面，Christenson 與 Anderson (2002) 將學習投入定義為心理（如

歸屬）、行為（如參與）、認知（如自我調整學習）和學術（如花在作業上的時間）的投

入，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成功取決於學生在學校的學術和社交參與度 (Kuh, Kinzie, Cruce, 

Shoup, & Gonyea, 2007)。Fredricks、Blumenfeld 與 Paris (2004) 指出根據 Bloom (1956) 的

理論確定了學生參與的三大面向投入 --「情感（情緒）、認知、行為」。針對這些構面，除

了上述學者，尚有無數的學者研究此議題，故有許多相關問卷，如 Fredricks et al. (2004)

的 School Engagement；Handelsman, Briggs, Sullivan 與 Towler (2005) 的 Student Course 

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SCEQ)；Maroco、Maroco、Campos 與 Fredricks (2016) 的 The 

University Student Engagement Inventory (USEI)； McCarrell 與 Selznick (2020) Seven-Factor 

CCSSE Model 等等。

國內學者周子敬 (2008) 檢驗 SCEQ「學生課程投入量表」(Handelsman et al., 2005)，

在該量表四因素（表現、互動、情感及技巧）之外，另增「態度投入」因素，經考驗該量

表具有良好信度與效度，顯示適用於國內環境。林淑惠與黃蘊臻（2012）認為周子敬的量

表五因素構面較周延，但缺少檢驗量表模式的複核效化及跨樣本穩定性；因此，她們著手

編制「大學生學習投入量表」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LESCS) 共計

20 個題目，分成五個構面 : 表現、互動、情感、技巧及態度，總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為 .863，五個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介於 .712 ～ .794，顯示 LESCS 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是一個符合實證的測量工具。

綜論上述國內外問卷的發展，多數學習投入的研究皆以量化執行，較少有研究是針對

學生深層反思自己的學習投入情形。因此，本研究採用林淑惠與黃蘊臻 (2012) 的 LE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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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其中一些題目對學生進行訪談，期望探討學生自我反思的學習情形。同時，該量表是

中文版本，用以蒐集學生訪談資料做分析，可避免學生礙於語言能力無法表述其感受。

四、語言學習策略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有助於學生進行自我學習，以增強自己語言學習理解所需使用

的特定行為或技能 (Chamot & O'Malley, 1987)；或者是學習者用來獲取、存儲、檢索和

使用資料的方法 (Rigney, 1978)。無論學生的學習經歷是什麼，如果可以訓練學習的規

則、方法或技巧，將很有幫助 (Stern, 1975)，而且可以讓語言學習更加有效，有趣和自主

(Oxford, 2003)；因為瞭解學習策略且適時使用，可以在語言習得中產生更好的結果 (Vann

＆ Abraham, 1990)。

Macaro (2006) 整理各學者的學習策略定義，指出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的過去 25 年

來許多學者在第二語言學習談許多概念卻缺乏學理；他的研究對學習策略訂定範疇及架

構，讓策略的論述區別於技巧、過程、和風格。Oxford 長期關注第二語言的學習，在她 

(2017) 的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Self-Regulation in Context,

（2nd Edition）書中以系統化內容分析法來檢視及比較 33 個學者給學習策略的定義；由此

可見，教育領域關注學習者學習策略的運用，長久以來一直是熱門的話題。

Oxford (1986, 1989, 1990, 1996) 發展了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 (SILL)

問卷包含了六大構面 50 個題目，分成六個構面：認知策略 (cognitive strategies)、記憶策

略 (memory strategies)、後設認知策略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補償策略 (compensation 

strategies)、情意策略 (affective strategies) 和社交策略 (social strategies)。此份問卷具有高

度內部一致性與內容效度的測量工具，有多國翻譯版本 (Gavriilidou & Mitits, 2016)，廣為

許多研究者使用。

學術界廣用上述問卷或是國內外其他語言學習策略問卷來進行量化研究；而深入訪談

學生使用語言學習策略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參照 SILL 問卷，擷取部分題目以訪談

方式進行，以評估學生在外語劇場課程中語言學習策略使用的情形。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中部某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2018 學年度外語劇場課程大一新生乙班的其中

兩組學生為對象。研究者即該課程授課教師。兩組學生各有 9 名學生，研究者將男女生平

均分配，並分別編碼為 A 組和 B 組。學生代號編碼為 A1~A9 以及 B1~B9。三次訪談資料

編碼舉例：A1 學生〈 A1 訪一〉，〈 A1 訪二〉，〈 A1 訪三〉，依此類推。基於研究倫理之

原則，教學前先讓兩組學生填答參與同意書，同意參加者有 16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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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質性分析步驟如下（ Maxwell, 1992; 陳向明，2002）:

（一）選擇研究工具：

本研究探討學生的學習投入及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狀況，使用的研究工具為三份質

性訪談問卷，訪談問卷研擬的過程是採用學習投入量表 (LESCS) 及語言學習策略量表

（ SILL）為範本，找了五位曾修過此課程的高年級進行預訪及小組討論，從上述量表挑選

出學生認為容易看懂及回答的題目來加以改編。本研究在一學期時間內進行三次訪談，採

用半結構式訪談形式使用這些問卷以蒐集資料，訪談問卷設計如下說明：

1.  第一次訪談主要在蒐集這群大一新生的背景、其目標設定及學習投入情形的資料。

將林淑惠與黃韞臻 (2012) 所編製的 LESCS 量表 20 題五個構面（表現、互動、情

感、技巧及態度）改編為 10 題四個構面；第 1 題為蒐集學生的目標設定，其餘依

次分別第 4 題為表現投入，第 5、6、7 題為互動投入，第 2、3 題為情感投入及第

8、9、10 題為態度投入。第一次問卷訪談沒放入技巧構面的原因是因為在第二次

問卷訪談將會針對學習策略及技巧進行深入瞭解。

2.  第二次訪談主要在蒐集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使用，基於訪談時間安排的適切性，擷

取部份的 Oxford 的語言學習策略（ SILL 問卷 7.0 版本 (Oxford, 1989)）適用對象

是英語非母語者。本研究仍然涵蓋 Oxford 六大構面，將 50 題改編為 26 題口頭問

卷。問卷分為：第 1-4 題為認知策略，第 5-9 題為記憶策略，第 10-14 題為後設認

知策略，第 15-19 題為補償策略，第 20-22 題為情意策略及第 23-26 題為社交策略。

3.  第三次訪談主要在蒐集學生期末學習省思與回饋，採用 LESCS 及專題導向之綜合

問卷，選列總共 20 題，本研究特別將專題學習的團隊合作概念帶入問卷中，詢問

學生對於小組合作學習的看法，此問卷內容分為表現、互動、情感、技巧及態度

五個構面有 17 題 -- 第 2、6 題為表現投入，第 3、4、7、15、16 題為互動，第 17、

18 題為情感，第 8、10、11、12、14 題為技巧及第 5、9、13 題為態度；其他 3 題

為第 1 題的目標達成，第 19 題課程建議和第 20 題自我評分的質性探討。

（二）實施程序：

第一次訪談前先說明本研究，在學生理解並同意之下，邀請學生簽署及加入本研究計

畫。因為前半學期的課程著重在劇場表演元素的說明與指導及學生個人獨白的訓練，數週

後，學生完成第一個任務 -- 獨白表演，也逐漸與同學熟悉；之後開始帶入小組共識的專

題式學習，學生開始進行分工，討論劇本主題的設定及劇本的撰寫。

1.  第一次訪談的安排在進行劇本討論及初稿撰寫之後，個別與學生約定在期中考週進

行，每位學生訪談時間約為 30 分鐘。

2. 第二次訪談安排在學期第 14-15 週進行，每位學生訪談時間約為 30-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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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次訪談安排在學期末最後一週學生成果展演與競賽之後，每位學生訪談時間約

為 30 分鐘。

（三）蒐集資料：

研究開始前先向參與研究之學生說明此研究計畫的目的，並請學生閱讀同意書，填寫

參與研究同意書，告知學生不論參加與否皆不會影響其學期成績，中途可隨時退出。以半

結構式訪談蒐集資料，在學期當中進行，不疏離真實的研究情境，以代號編碼，資料儲存

保密不洩漏。建立逐字稿檔案，做內容分析，編碼歸類，找出脈絡，分析學生在三次訪談

中表達其學習投入與策略使用的經歷與感想。

1. 完成兩齣英語劇劇本與戲劇演出

應外系大一新生二個班在外語劇場課程共分為 8 組分別由 5 位教師授課。研究者帶領

兩組，共計 18 名學生，完成兩齣英語戲劇，A 組呈現 7 頁英文劇本約 14 分鐘的戲劇，B

組撰寫了 8 頁的劇本，戲劇演出時間約 16 分鐘。此專題式課程的任務為學生先擬定話劇

主題，開始撰寫劇本，所有成員必須要扮演角色，上臺演出，不可以只執行如道具製作及

音效處理等幕後工作。過程中，透過小組討論，不斷增修劇本，每組須完成至少 15 分鐘

不超過 20 分鐘的戲劇演出，換組時間約 5 分鐘，8 組共需 160-200 分鐘。期末成果競賽

在第 18 週週三下午課外活動時間舉行，13:30 至 17:00，邀請三位評審教師完成評分及講

評，隨即公布成績及頒獎。

2. 完成三次訪談

完成三次訪談所使用問卷原本為蒐集量化資料，多為是非題或選項式回答。質性訪

談時學生得以表述其意見及看法，而非只是選項的勾選，因此本研究得以蒐集到學生回覆

的描述性答案。研究者授課兩組共 18 名學生中，一名學生不願意簽名同意訪談；另一名

學生休學，計有 16 名學生同意參與本研究。但是三次訪談過程中，人數遞減，有學生中

途退出未應約接受訪談，最後接受完整三次訪談的學員編號是 A1, A2, A3, A4, A6, A8, B2, 

B3, B7 等 9 人。三次訪談的人數統計整理如下表（表 1）。

表 1. 接受訪談學生數統計

訪談次數 完成訪談人數 缺席者人數（代碼）

第一次訪談 16 2 (A9, B8)。

第二次訪談 12 6 (A5, A7, A9, B1, B8, B9)。

第三次訪談 12 6 (A9, B1, B4, B5, B6, B8)。

統計三次訪談 9 9 (A5, A7, A9, B1, B4, B5, B6, B8, B9)。

9 名接受完整三次訪談的學員中，A 組學生有 5 名，在整個學習過程中，A 組學生較

活潑、相處融洽、態度正向，因此也比較願意接受訪談。但依照研究者觀察，他們較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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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處理問題，大家和諧議定劇本修訂版本，因內容較不足，教師要求再增修，經過討論

數次增修，他們認為可以了就定案。B 組學生從一開始就很文靜沉默，討論及溝通過程較

有問題，研究者觀察這組組員間顯得冷漠，但是仍會盡自己本分完成任務，其中有二位同

學非常主動認真地增修劇本。最後比賽成績 B 組（第二名）較 A 組（第三名）優秀。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為了真實呈現學生的觀點，本研究謄錄學生語言，以原文方式來建檔，研究者加以分

解、檢視，基於理論觸覺（ Strauss, A., & Corbin, J. M. (1997). Grounded theory in practice. 

Sage.；徐宗國譯）的概念化後，將原文縮減逐筆建立成 excel 檔案。研究者得以蒐集學生

逐項回答，並檢視學生描述性答案，將學生回答「會或不會」做比較，然後再將「會或不

會」的原因建立類目，加以分析比較之間關係，找出學生如何評估、反思、回饋、修正及

解決問題。研究者不斷地洞察與思索，希望呈現信實度，加入自己的專業經驗與實際觀察

來驗證理論。從中探討學生同儕互動的觀點。冀望本研究之發現能道出學生學習時的真實

觀點，以做為教師往後在教學策略運用時的參考依據。並將學生訪談資料與學生學習心得

分析資料、分類與編碼整理，以達到研究具有「信實度」之研究品質。

肆、發現與討論

針對研究問題的回答，本研究訪談資料經過檢驗、比較、概念化及分類。有關研究對

象「學習投入」情形的分析結果如下：

一、學習投入

（一）學生對語言學習的目標設定較為空泛

本研究在第一次訪談中，詢問學生有關英語學習的目標、修讀本科目（外語劇場）。

的目標、個人的未來目標等問題。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僅能對英語學習的目標做較廣

泛的說明，對於修讀本科目（外語劇場）。的目標並無較明確的說明，均未談到針對本科

目要求、期末劇場表演的目標設定等。例如，學生對英語學習設定目標，其中 1 人表示沒

有目標；5 人表示希望通過多益 (TOEIC) 英文檢定，有設定自己理想分數（550 分至 800

分）；但有 1 人希望通過日文檢定 N2 級。另有 4 位學生提到多益考照為目標，但是未設

定分數。想要加強文法的有 2 位，想要加強英語溝通能力的有 4 位。這些反應顯示，學生

僅對個人的英語學習目標做較廣泛的說明。至於對本科目的目標設定，學生大多回答對課

程不瞭解，在研究者大致說明課程進度後，學生表示目標是希望能順利演出。探究原因是

學生沒有經驗，不知道要如何設定此課程目標。學生對於劇本使用語彙、句法、情境、該

如何撰寫、會有甚麼任務等等，表示十分生疏；這 16 位學生中只有一名表示高職時期曾

經演過英文舞臺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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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投入統計

本研究參考及修改林淑惠與黃蘊臻 (2012) 編制「大學生學習投入量表」Learning 

Engagement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LESCS) 的問卷為適合外語劇場課程的訪談問卷。

其原本問卷共計 20 個題目分為：表現、互動、情感、技巧及態度等五個構面。第一次訪

談，本研究設計問卷題目較少，未將技巧構面納入，因為學生剛開始進行劇場活動，尚不

需考慮「技巧」項目。有關學習投入五大構面統計結果如表 2。

表 2. 期初【第一次訪談】學生學習投入統計

構　　面 題數 16 名學生總回答數 正向回答次數比 正向佔比

第一構面表現投入 1 16 16/16 100%

第二構面互動投入 3 48 14/48 29.17%

第三構面情感投入 2 32 28/32 87.50%

第四構面態度投入 3 48 22/48 45.83%

第一次 16 名學生皆接受訪談，學生學習投入的四個構面的正向回饋平均是 65.63%。

(1) 表現投入：此構面一個題目，題號沝所有學生表明不會翹課或遲到。

(2) 互動投入： 此構面三個題目，題號沀 [43.75% 學生回答會積極參與討論或發表意

見 ]。題號泞 [1.25% 會回答老師提問 ]。題號泀 [ 必要時會勇於提問有

31.25%]。

(3) 情感投入： 此構面二個題目，題號沴 [87.5% 學生跟組員同學相處不錯 ]。題號沊

[87.5% 學生喜歡自己小組合作情形 ]。

(4) 態度投入： 此構面三個題目，題號洰 [18.75% 學生上課專心 ]。題號泍 [43.75% 課

後時間會努力去學習英文及認真複習，56.25% 很少複習 ]。題號泇

[ 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複習劇本？ 18.75% 複習 1-2 小時；37.5% 複習

0.5-1 小時以內；18.75% 很少複習；25% 不複習 ]。

表 3. 學期末【第三次訪談】學生學習投入含團隊合作統計

構面 題數 12 名學生總回答數 答覆趨正向人次 答覆趨正向統計比例

表現投入 1 12 8 66.67%

互動投入 4 48 45 93.75%

情感投入 3 36 27 75.00%

技巧投入 5 60 53 83.33%

態度投入 3 36 32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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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三次訪談有 12 名學生。學生反思經歷了一學期的課程，回顧自己是否投入夠

多，有無達成他們的目標等。整合如上表 3，除了表現投入，學生正向分數都在 75% 以

上。

學生意見統計整理如下，為各個構面詳細的分析。

(1) 表現投入： 此構面二個題目，題號泞 [66.67% 學生說不會翹課或遲到，33.33% 學

生偶而會翹課或遲到 ]。

(2) 互動投入： 此構面五個題目，題號沴 [91.67% 學生很積極練習努力學習 ]。題號

沊 [100% 認為團隊合作問題討論是一項有用的學習活動 ]。題號泀

[83.33% 會積極地參與討論，尊重彼此的觀點 ]。題號泑  [100% 具備團

隊互相合作的能力才能成功的演出話劇 ]。

(3) 情感投入： 此構面二個題目，題號沝 [91.67% 學生回答跟組員相處融洽，喜歡小

組合作情形，小組運作方式良好。]。題號炔  [91.67% 團隊合作中，大

家會尊重彼此的觀點 ]。題號炅 [41.67% 學生覺得團隊小組討論比教師

講課學習有效 ]。

(4) 技巧投入： 此構面五個題目，題號洰 [91.67% 學生小組討論解決問題時能有效學

到知識 ]。題號泹 [ 75% 學生覺得此課程讓自己口說英語能力更流利，

也會增強自己的溝通及表達能力 ]。題號泇 [ 在學習時遇到甚麼困難

呢？ ] 題號沰 [ 學生覺得可以做甚麼讓自己演出更好、更有默契？ ] 題

號泩 [ 可以做甚麼讓小組演出更好、更有默契？ ] 後面三題說明：

(5) 態度投入： 此構面三個題目，題號沀 [91.67% 持有正向的態度 ]。題號泍 [91.67%

會全神貫注 ]。題號炘 [83.33% 學生瞭解專題合作學習的重要性 ]。題

號泏 [ 每天花多少時間複習劇本呢？  33.33% 複習 1 小時；33.33% 複

習 0.5 小時以內；33.33% 複習 15 分鐘 ]。

（三）分析以上訪談資料，解答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 1〕如下：

問題：學生在專題式學習外語劇場課程中學習投入的情形如何？ 

臺灣社會自有的文化脈絡，學生較羞於表達或不是說真心話，需要仔細觀察學生學習

行為，不僅只於他們自身口述，依照學習投入問卷設計的五個構面，分析訪談資料加入研

究者觀察，以微觀方式分述如下：

1. 學生互動和態度的投入有顯著的提升；情感及表現投入則呈現下降趨勢。

針對完成三次訪談的 9 名學生比較其【第一次和第三次】有關學習投入的訪談資料，

以問卷中的不同構面來詮釋學生訪談資料的意涵：

(1) 消極被動的態度與互動轉變為積極又正向

態度投入由 45.83% 升為 88.89% 正向積極，顯示學生態度到後期【第三次訪談】變

得很認真，對於真的要在舞臺上演戲有了明確的認知，同時也瞭解，小組合作，缺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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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研究者觀察學生在整個學習歷程從茫然不清楚要做什麼，到完成劇本、道具、音效、

臺詞背誦、排演有明確的體驗，因此改變態度。這現象越是接近期末成果競賽越明顯，大

家主動加緊練習。另外，調查學生最後二週學習情形，9 名學生表示每天練習或是一週至

少四次研讀及背誦劇本，而每天練習 10-15 分鐘有 3 人，每天半小時有 3 人，每天一小時

有 3 人。比起第一次訪問時，練習時數最多的學生是每週花 1-2 小時，進步很多。以下挑

選 3 名學生比較其前後訪談的回答。

我蠻容易分心的，所以沒辦法一整節都那麼認真（ A2 訪一）。很專心，因為我

是組長，所以要當一個榜樣，不然組員會跟著亂起來。相當全神貫注，不然這樣

子大家都沒有精神，就會把整個劇都拖慢（ A2 訪三）。

我過 20 分鐘就會開始分心（ A3 訪一）。 很專心，因為為了這齣戲，我想讓它

演得更好、更棒。非常專注，因為如果有一個人偷懶，大家就會開始偷懶（ A3

訪三）。

上課多沒多久，就會開始不專心（ B3 訪一）。我很專心，這樣才不會讓排演的

時間更長，然後整個流程才能更順暢。很專注的，因為這是團隊，也要記住別人

的臺詞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要講話（ B3 訪三）。

互動投入由 29.17% 進步為 93.75%，是非常大的轉變。【第一次訪談】29.17% 數字代

表學生瞭解自己過去學習經驗，因此一開始就坦白承認，評估自己做不到。資料顯示學生

不太投入學習，整體表現顯得被動消極，不太參與討論、不是很專心、不會主動回應老師

及提問。研究者觀察這些描述的狀況是學生在教室內常有的經驗。研究者持續觀察，前半

段時間部份學生即使是小組上課仍然不太積極參與，甚至玩手機；經阻止，仍易再犯；或

許學生覺得任務太難。另外，有些學生即使到課，通常表現事不關己，不會熱心參與討論

及問題解決，但是小組中有部份學生持續努力，逐步完成任務。【第三次訪談】在期末進

行，大家明顯地互動進步為 93.75%，因為活動的頻繁，學生為解決問題而積極參與排練。

由此可見專題式的學習能激起學生熱情，讓學生主動發揮，而不是傳統式坐著聽課。學生

也表示劇場課程是門活潑有趣的課，因此最終能看到學生改變行為。以下挑選 3 名學生比

較其前後訪談的回答。

我不會主動回答，除非老師點到我。我也不會在課堂提問，通常都是問同學 (A4

訪一 )。我會積極加入討論。我會參與意見並提供一些個人看法來讓大家一起解

決（ A4 訪三）。

我會參與討論和提出建議，但不算太常（ A6 訪一 )。我會在我認為可以換個方

式和有改善的想法的時候提出自己的意見，也許不被採納，但至少能在團隊中有

所貢獻（ A6 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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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中，我是最常發表意見的（ B7 訪一）。會積極參與討論，並且記錄當中發

生了哪些狀況（ B7 訪三）。

這部分的資料還有一個現象就是 9 名接受三次訪談的同學在課堂互動從頭到尾顯得較

積極，A 組學生互動比較好，8 人有 6 人完成三次訪談。未完成三次訪談者有更大比例是

不太參與討論、不很專心、不會主動回應，如下。

不太會，組長都會分配好工作給我們。有加分或者點到我的時候我會回答（ B5

訪一 )。

偶爾會參與討論但沒有時常提出意見。老師提出問題叫我回答時才會回答，但答

案不一定正確。不會主動提問（ B9 訪一）。

以上學生在態度與互動上變得積極又正向，探究原因為劇場課程的設計，學生為達到

的課程目標需要改變行為，組長負責帶領小組，但同儕之間要學習合作，完成專題式的任

務，而不是依賴教師。因此，雖然缺乏自身經驗，基於合作學習，大部分學生會規劃實際

行動，推動自己為個人修正目標，調整時間及學習方式，盡力完成任務。許多學生表示不

希望拖累他人。他們在認知上能歸因及透過行為控制，察覺自己可以更努力而改變結果。

我目前的目標是很想流暢地跟外國人溝通。針對外語劇場的演出，我希望大家都

能把臺詞背熟，表演的很順暢（ A2 訪一）。

我覺得演出超乎我們的預期，我沒想到我們能得名，隊員他們都蠻配合的，都很

好。非常融洽，尤其是默契很好…我覺得這學期的外語劇場，我蠻滿意的，就是

組員的那些表現都不錯（ A2 訪三）。

(2) 自稱不遲到或與同學相處融洽，但言行不符自省能力不足與舊有習性的改變較弱

表現投入面向，學生表示不會遲到或蹺課由 100% 轉為 66.67%。學期初所有學生說

自己不遲到不缺課，但是和自己表現出來的現象不符，有落差，依研究者觀察每次上課約

有 2-3 位學生會遲到；偶爾幾次上課也大概有 3-5 位學生會缺課。100% 代表的意涵可能

是學生對自己的期許不會缺課，但實際表現不如自我評估預期表現好。到了學期中以後，

學生意識到自己參與課程的難度增加，需要密集排演，學生確實因為打工或晚睡因而遲到

或缺課，因此在最後訪談時表示自己會遲到或缺課。

我不曾遲到和未到課（ A8 訪一）。

有時整個下午都要排練，如果有事情就沒去參與。到最後都有認真的去練習

（ A8 訪三 )。

表 4. 環境教育核心素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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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排除萬難，一定會到，不然會拖到進度（ B2 訪一）。

偶爾有事的話，會稍微遲到一下（ B2 訪三）。

情感投入由 87.50% 降為 75%，【第三次訪談】組員訪談時表示相處融洽極尊重彼此

觀點都是高度正向 91.67%，但有關團隊小組討論的成效，12 名學生中仍有 5 名認為習慣

聽課，老師授課學習較多，可見學生仍有被動的習性。研究者觀察，組員宣稱相處融洽，

但是由於不善於討論，其實顯得有些冷漠。B7 同學不喜歡組員相處模式，B9 同學未完成

三次訪談，他也覺得組員相處有問題。

我覺得老師授課比較有用，因為老師會給我們重點（ A4 訪三）。

我還是覺得傳統的講課方式比較輕鬆，至少只要坐在下面聽講而已（ A6 訪三）。

我還是習慣課堂聽講，比較不用去思考那麼多的問題（ A8 訪三）。

只跟特定幾個較融洽。不喜歡，因為經常開天窗。運作方式不好，隊員參與度不

夠。小組合作學習是有效的因為可以吸取多方意見，也可以增加自身的溝通能

力。希望隊員向心力更強（ B7 訪三）。

整體來說還算融洽，但沒有很喜歡小組運作的方式，因為遇到問題時大家的意見

都不一樣，甚至有些人只會出一張嘴，到最後什麼事都沒做，我們還得承擔這個

責任，所以我覺得蠻麻煩的（ B9 訪三）。

2. 技巧投入的構面，學生表達遇到學習困難，也須改善效率並努力學習。

(1) 瞭解自己的學習困難—單字、文法、發音和怕羞

【第三次訪談】瞭解學生在語言的技能上，學習英語時遇到甚麼困難（第 8 題），學生

回應統計有單字、文法及發音的問題，有一名學生表示英文要說出口很困難，因為怕羞。

舉例如下：

學習英語時遇到的困難是容易忘記單字的意思（ A1 訪三）。

我遇到的困難是文法的部分，有時候不知道要怎麼運用時態（ A2 訪三）。

連音的部分，有時候遇到一些字都會唸不太出來（ A3 訪三）。

我遇到的困難是有些相似字很難分清楚，多了一個字母意思就天差地遠（ A4 訪

三）。

不敢說，怕說錯，在現在的環境下，說英語的機會少，加上周圍都是認識的人，

說英文怕害羞（ A6 訪三）。

單字記不熟，然後要說的時候說不出來，無法完整去表達，臺詞的部分沒辦法記

得很透徹（ A8 訪三）。

發音的部分，有時候會讀不出來，都要查 GOOGLE （ B2 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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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有時候不懂文法的地方，就需要求助同學（ B3 訪三）。

(2) 評估自己的口語能力，訓練後流利有自信。

第 12 題口說英語能力變得更流利嗎？ 也會增強你的溝通及表達能力嗎？ 大部分學生

都認為自己說得更流利，也比較有信心。這方面研究者的觀察是，學生經過訓練，被要求

要大聲說話，要在舞臺上大方地表演，所以在音量和肢體語言上都經過不斷的調整，所以

學生覺得有自信了。

我覺得有增加口說能力，比以往更能順暢的用英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A1 訪三）。

我覺得對我跟別人用英文對話相當有幫助，因為整齣戲都是英文表達（ A2 訪

三）。

讓我更不畏懼用英文去跟別人溝通（ A3 訪三）。

是的，經過這次演出，讓我英文口說部分有比較流利一點（ A4 訪三）。

在這段期間確實比較敢講，不斷的唸稿，也對英文的表達更流利，背臺詞也對英

文語法有一定的進步和成長（ A6 訪三）。

這段期間有變得比較敢說，說多了自己就上手，說英文時也比較不會卡卡的

（ A8 訪三）。

我覺得對講英文更流利是有幫助的，因為整個過程都是用英文，練習口說的部份

會變好很多（ B2 訪三）。

當然有幫助，讓我覺得我能跟外國人溝通了（ B3 訪三）。

比以往更能流利的說英文。單純的背臺詞並無增加溝通及表達能力（ B7 訪三）。

最後一位同學的回答非常理智，她瞭解自己背了臺詞，增加流利度，但沒有增加溝

通及表達能力，但詢問其狀況及瞭解其原因是因為學生沒有更多的英語環境去實際使用，

既使有也多是在其他英文課堂上演練而非真實 (authentic) 情境，或者是害羞很少開口。研

究者仍是鼓勵學生們，多多背誦句子，如同劇場表演時背誦臺詞，句型的概念會烙印在

腦海中，溝通及表達時會派上用場。因為透過口說，背誦英文句子，如 Honig (2007) 說

明口語發展過程，幼兒在語意傳達的學習過程會包含學習語音和句法，其中包含音素

(phonemes)、句構 (syntax)、詞素 (morphemes) 和語意 (semantic) 等要素。在母語的環境，

幼兒聆聽及模仿，然後會逐漸地自我修正。所以，外語學習者必須增加自己聆聽及口說機

會，而透過背誦句子可使學習者在發音、句構及語意上奠定其語言基礎。

(3) 學生瞭解劇場課程意義，願意付出改善學習效率及努力讓演出更完美。

完成劇場課程的目標，小組能順利演出，請學生反思如何更有效率的學到知識？可以

做甚麼讓自己演出更好？以及讓小組更有默契？學生在學習過程逐步進展到後期，任務的

比重是越來越大，在時間軸上的分配是不平均的投入。學生調整自己的步伐，瞭解任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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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及其難度，釐清任務步驟，認知任務重要性及進程。學生認知到此課程的意義後，瞭解

透過小組討論可以解決問題，建議改善小組運作，建立良好的關係，凝聚小組意識。以下

抽選幾位代表性來闡述學生感受。

團隊合作是讓學習更有效率，可以吸取多方意見且能學到一些自己不知道的知

識。我找到機會就背臺詞與練習走位，也積極參加問題討論，並做出貢獻。我應

該多付出一倍以上的時間下去練習，並跟組員培養默契（ A1 訪三）。

除了在演出的時候因為緊張所以有小忘詞，其他的部分都還滿意，在演出過後也

對整組的表現感到意外和滿意，畢竟劇本改了又改，到最後還能有不錯的成績覺

得很開心。我覺得我們這組在排練準備的過程中跟另一組比的話都還算和諧，雖

然我可能一開始比較沒進入狀況，也覺得演這個話劇很麻煩，要一直背稿演練，

但現在發表完後就比較瞭解這過程和意義了，如果要一個小組有效率和和諧的運

作，互相討論和接收彼此意見是重要的。偶爾會因為占用到個人時間然後沒去，

這真的挺花時間的，有時候有自己的事情都會被排練耽誤到。在演出前一陣子都

很努力很用力地背臺詞，然後小組也一直不停的運用空閒時間練習預演走位，最

後大家都很認真和投入於準備這次的話劇演出。我會在我認為可以換個方式和有

改善的想法的時候提出自己的意見，也許不被採納，但至少能在團隊中有所貢

獻。真的在排練時會很專心的扮演自己的角色，畢竟團隊活動，不想拖累同組，

大家都已經很辛苦了（ A6 訪三）。

從以上訪談，整理學生回應，訪談學生瞭解其「學習投入」情形：《是否主動發言回

答或提問》，《是否會花時間複習功課》，《與同學相處是否融洽》，《是否容易分心》，《團隊

合作是否重要》，《遇到困難》，《評估學習狀況》等。在訪談過程中，留意學生是否心不在

焉，無心學習，或另有規劃。呼應到 Fredricks et al., (2004) 指稱學習投入是學生在情感上

對同學、老師及學校的認同；Christenson 與 Anderson (2002) 談心理上的歸屬、認知 ( 自

我調整學習 )。和行為方面（寫作業、複習功課的時間）等。因此，教學時多多關心學生

的學習投入，才能找出學生學習問題或困難處，並及時給予協助。學生的狀況或許不佳，

但是透過訪談，也讓學生察覺和省思自己的學習行為，也是有助學生學習。

二、語言學習策略

（一）語言學習策略的認識

【第二次訪談】是在學期中，目標是要瞭解學生語言學習策略的運用。在執行劇場課

程各階段任務，學生覺得撰寫劇本是最困難的環節，從開始構思撰寫劇本，教師先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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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劇本情節，請學生找出主軸，如何修改故事，發展新的情境等等。學生對於教師丟出

的問題完全無法進行討論，這部分需要全體組員的參與，但有些學生未參與討論，在學習

策略上的運用效率不佳。如同 Blumenfeld et al. (1991) 所提之學生會抗拒高階認知處理的

任務而協調轉為較簡單化的處理方式。

每一組大約 2-3 名學生實際參與撰寫與教師討論。其他學生受限於能力，討論不出如

何增加臺詞或者是達到教師要求的情節精彩度或完整性。教師詢問每一句話是有甚麼涵

義，每個角色性格特質如何，表演者可以用甚麼方式表演，希望帶領小組進行更細部的討

論及如何解決排演的問題。好幾週的課程進展很慢，學生邊理解臺詞，邊走位做一些動

作。但教師發現下一次上課時學生又忘記了，還是沒背好臺詞。同學間冷漠，不敢發表意

見，不敢要求別人，因為自己也做不好。

透過課程指導及訪談，學生逐漸理解劇場課程的任務。從撰寫劇本的過程及彩排階

段，教師看到學生學習進步的情形；而學生背誦臺詞時，教師可觀察及透過訪談瞭解他們

學習策略的運用。雖然學習有缺陷，但是透過深入訪談讓學生省思、發現問題及改善問

題；因此，這些都是本研究的價值所在。

（二）語言學習策略使用統計

【第二次訪談】題目是研究者從 Oxford 的 50 題 SILL 問卷中依照學生的背景、學習習

性、文化適應性等因素挑選了 26 題。研究者先找了 5 名高年級生進行預試訪談，以及討

論訪談題目的恰當性，屏除他們認為不易回答的題目。最後與學生共同挑選了 26 題題目。

安排訪談時間，16 名學生中只有 12 名依約受訪。以下分析只挑選部分題目或綜合一些題

目，因為學生對這些學習策略的運用的回應值得關注。以下將語言學習策略六大構面第二

次訪談的資料分析如表 4。

表 4. 學生語言學習策略使用統計

策略分類 題數
12 名學生

總回答數

會使用該策略

次數比

會使用該策略

統計比例

第一構面認知策略 4 48 30/48 62.50%

第二構面記憶策略 6 72 48/72 66.67%

第三構面補償策略 4 48 42/48 87.50%

第四構面後設認知策略 5 60 41/60 68.33%

第五構面情意策略 3 36 26/36 72.22%

第六構面社交策略 4 48 42/48 87.50%

（三）分析以上訪談資料，解答主要探討的［研究問題 2〕如下：

問題：學生在專題式外語劇場課程中運用語言學習策略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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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訪談，本研究發現學生在最初階段缺乏語言學習策略的認識，如 : 背單字的技

巧、練習發音的技巧、瞭解句意的技巧、強化學習的方式、反思自己學習狀況、自己對語

言及文化的情感連結、及自己的社交策略等等。雖然學生有自己的答案，大多是中庸不很

明確的答案，如 :「會，但不常使用」；或者是「不會，但如果有機會」（表 2、表 3）。研

究觀察學生若表示有使用一些策略的，可能也不是很認真常去使用。而有學生表示不知道

如何使用某些策略，所以需要教師給予指導。學生在長期求學過程中，一直沒有學習到恰

當的語言學習策略。如果教師給予指導，學生應該會有更好的表現。教學者只注意到將課

程專業概念教給學生，卻忽略學生學習策略的運用，也造成學生無法學好的。

學生答題敘述的文字資料，經分析統計後，發現學生偏重使用 8 成至 9 成的［社交策

略〕及［後設認知策略〕；其餘［記憶策略〕、［認知策略〕、［補償策略〕、和［情感策略〕

各細項指標使用的情形都在 6 成至 7 成。學生原本受限於英文能力無法跟上腳步，唸稿十

分不順；在不斷的排演中，試著找尋方法改善他們發音、認字、背句子等困難。總言之，

將學生的意見依照策略屬性不同來分析，以瞭解學生各項策略使用情形。分析整理如下：

1. 學生常用社交策略求助他人，希望對方改正其錯誤。

從上面表 4 的統計得知學生較常使用的是［社交策略〕87.5%，也就是在社交策略構

面顯示大多數學生會求助，在英語會話中，聽不懂的地方，會要求對方說慢一點或重說一

遍，會要求對方改正錯誤，會請求幫助，會試著學習英語國家的文化。訪談學生時，發現

他們很直率地回答，希望能學習正確用法，不介意對方直接糾正。

會希望當下講錯就直接就糾正我，以免之後再犯同樣的錯誤（ A2 訪二）。 

我會請對方再說一次，仔細去聆聽。我會去學習我喜歡的明星的國家的文化

（ A4 訪二）。

會希望，不然一直說錯的話，會被笑。遇到一些不會唸的，會找那些上課比較認

真的同學去問。會想瞭解他們的文化，因為要瞭解他們的文化才能學習他們的語

言（ B2 訪二）。

但其中 B3 和 B6 同學屬於不認同，比較抗拒學習英文及瞭解英語系國家的文化，須

持續關注這二位學生的學習。

不會。就不會想去學習其他國家的東西（ B3 訪二）。

直接忽略帶過，假裝聽的懂。不會，錯了就錯。單純不想學習覺得沒必要（ B6

訪二）。

2. 補償策略幫助學生突破難處，比手畫腳換字表達。

綜言之，本研究統計學生在補償構面的策略使用率高達 87.5%，得知學生認為自己會

猜字義、試著使用不同的字、或是比手畫腳來表達，以尋找練習機會。在 Oxford 的 SILL

問卷中詢問學生是否會尋找中文和英文間的異同處？ 會不會猜字義？ 或是換同義字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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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或是以手勢或動作來表達？ 在閱讀英文時，不會每個字都去查字典。此項策略讓學

習者使用目標語言溝通時，能盡力想像及表達，用最簡單的字或動作來表達，增加學生學

習信心，淺顯平實也能理解閱讀或是與人溝通。學生意見如下：

會。就比手畫腳，如果知道那個字的意思的話，但不知道怎麼唸（ A2 訪二）。

我會去猜測一下再去查它的意思。通常都猜錯。我會改用其他相似簡單的詞去解

釋（ A3 訪二）。

我會去看上下句的意思來猜這個單字的意思。我會用差不多意思的字詞來讓對方

理解（ A4 訪二）。

我會去對中英文交叉意思，有些中英文不能全靠字意上的翻譯，要看他們的差異

處（ A6 訪二）。

不會每個字都查字典，有些會直接用猜的去猜他的意思再去查（ B2 訪二）。

先嘗試尋找其他替換字，若無才會使用手勢或動作來表達。不會每個字都查字

典，利用前後文去猜測單字的意思（ B7 訪二）。

3. 常緊張但願意嘗試表達，壓力化為情意策略上的正向能量。

［情意策略〕使用率平均 72.22%，學生對於畏懼犯錯仍會鼓勵自己說英語這項目表示

願意嘗試。同時，會留意自己常覺得緊張、怕犯錯。會和別人討論自己學英語的感受佔約

六成。大多是正向的，雖然會犯錯，還是願意嘗試表達。這些描述顯示學生會留意自己的

感受，學習外語時確實有壓力，但希望壓力化為正向能量。

不在意會不會緊張。不會找人，沒有對象可以一起討論（ A1 訪二）。

會，要多說，就算錯的也要嘗試說說看，錯了的話，別人也會糾正我，我也可以

改進自己的錯誤。就怕會講錯，用錯文法，但我還是勇於表達（ A2 訪二）。

就算錯了我還是會繼續說下去。就把它當成一般對話聊天，讓自己輕鬆一點

（ A3 訪二）。 

會緊張，害怕說錯之類的情況。跟朋友之間會互相交流，也會討論英語證照的準

備或已考過的經驗和學習方法（ A6 訪二）。 

看情況，熟人在旁邊就會比較彆扭。會緊張，特別是上臺報告時會緊張（ A8 訪

二）。

我不會畏懼，我勇於說英文。通常情況下不會緊張（ B7 訪二）。

4. 後設認知策略幫助學生學會思索改進學習困難或缺點。

［後設認知策略〕使用率平均為 68.33%，此策略非常重要，能有效影響英語學習成

就（吳素卿，2012；Chou, 2014）。根據 Gagné (1984, 382) 定義認知策略為「用以支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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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心智過程的內部組織起來的技能—包含覺知、學習、記憶、思考等過程」；而 Flavell 

(1979) 區別人們使用認知策略之外，會運用更高階的思考能力，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而這解決問題的策略能力就是［後設認知〕能力。

這些問題主要詢問學生在遇到困難時，思索先前累積的認知知識，可用來改進及化

解他們遇到的問題。本研究學生在留意自己的英語錯誤、試著找出如何學好英語的方式

二項，都是 12 人中有 10 人是如此。有明確的目標學英文，或是會多閱讀英文各佔 75%。

正如 Rubin (1975, 47) 曾說：「優秀的語言學習者練習並監督自己和他人的言語。」但是，

留心尋訪可以用英語交談的對象比率很低，只人 3 人 25%。研究者發現，認真學習者會

主動在課堂上跟外師溝通。綜論，學生回應如下：

不會留意自己的英語錯誤，需要他人協助指出自己的英語錯誤才能加以改正

（ A1 訪二）。 

沒有，目前還沒有給自己設甚麼目標。如果要設的話，應該是多益，要先過畢業

門檻吧（ A2 訪二）。

有，我會去詢問老師如何學習英文。現在開始會，因為課業的問題，所以就會去

多讀一點英文（ A3 訪二）。

會喔，像是考完試尤其選擇題特別去看錯的題目，來加深印象。像學校聽講課就

是非常好跟外師溝通的機會，平常在我們生活環境中是真的比較少能用英語溝通

的機會（ A8 訪二）。

有些文法或單字寫錯，會特別再去看一次，糾正錯誤。我覺得就是多聽、多學

（ B2 訪二）。

我有時候看手機，看到英文的東西我就會看。但平常我不會主動講英文，有人講

英文，我才會跟他講英文（ B3 訪二）。

會自己留意，也會請他人協助自己的錯誤並加以改進。一有空檔就會閱讀。我的

目標是為了有更好的工作與薪水 （ B7 訪二）。

5. 學生須加強使用記憶策略，協助記憶與回顧新訊息。

［記憶策略〕構面使用率平均為 66.67%，在 Oxford 的記憶策略指的項目有反覆練習

說或寫英文生字、練習英語發音、嘗試以英語交談、看英語發音的電視節目或電影等、閱

讀英文書刊來學習。大約六成學生反映會透過操作記憶以及加深的歷程來學習。學生需要

多開口練習，大腦將所接收的訊息立即留在感覺記憶區，需要再加上運用，才能將短期記

憶留在長期記憶區。

研究者詢問學生在背英文單字時，能將字音與字形聯想；發音時能留意拼字音節如何

形成發音；以詞類變化的一群字同時記憶；背單字時，能試著將意思相似或相反的英文單

字放在一起幫助記憶，學生大多回答會如此背誦單字。但有些學生看懂音標或不懂音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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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發音不好，想要學習卻方法不對，都會影響其學習字彙甚至句子的成效。如果學生死

背，不見得能學好，若無深層的學習，對於目標外國語程度的培養沒有絕對的關係。所以

記憶策略要用對用好，才能增強成效。以下是本研究學生回答：

不會練習英語發音。我都是死背的。我會看英文電影。我會嘗試把字幕用掉，只

聽英文（ A2 訪二）。 

我會寫一次唸兩次這樣反覆去記。我會反覆練習說或寫英文生字。但我不會主動

找人說英語，就是在路上遇到外國人才會對話（ A4 訪二）。

對不熟的或無法一眼去唸出來的單字我會拆開慢慢拼，或打開 google 翻譯聽語

音的發音。會喔，尤其是能有機會跟說英語的人聊天我會盡量去多說兩句。有時

候會看短篇的英文故事，比較好吸收，不會因為長篇而困頓（ A6 訪二）。

會啊，有 KK 音標就會看 KK 音標，如果沒有的話就 GOOGLE 翻譯。我會閱讀

英文文章，有時候看手機看到英文的東西我就會看（ B3 訪二）。

曾經嘗試過，但撐不久（ B7 訪二）。 

6. 認知策略促進學生辨別思索分析歸納其學習方法。

［認知策略〕構面學生使用率平均是 62.5%，亦是需要強化的技能。張春興 (1994) 闡

釋認知策略是個人自主控制其內在心理活動歷程，從而獲得新知識的一切方法。謝進昌

(2015) 則定義認知策略是學習者利用一些邏輯推理來幫助學習英文。本研究採用 Oxford

的語言學習認知策略，提到使用某個英文字的狀況來記憶那個字，用相類似的發音來記，

以英文單字或片語出現位置來記憶，以及會複習英文等問題。這些問題讓學生思考及留意

學英文時，是運用何種心智技能來幫助自己學習，進行辨別思索分析歸納，本研究訪談學

生表示會運用此策略，但大多未能深化，學生回應如下：

我會透過拼字來練習生字（ A2 訪二）。

會，我會模擬情境然後去背那個單字（ A3 訪二）。

我會去試著聯想這個英文字會出現的對話來去記憶單字（ A4 訪二）。

會與中文連結或者跟相似的發音來增加記憶。會，尤其是看日常生活場景出現的

英文字句來記憶（ A8 訪二 )。

我會，我都是用諧音的方式去記（ B2 訪二 )。

我覺得發音是最好記的方法。但我不會記位置，通常看到就背起來（ B3 訪二 )。

會持續反覆練習，直到記起來為止（ B7 訪二 )。

心血來潮時才複習（ B4 訪二 )。

綜上所述，本研究學生最常使用策略為社交策略與補償策略，相似於黃凱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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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調查 322 位南部技職院校學生顯示大學生最常使用的策略為「補償策略」，而最少

使用的為「社交策略」與「情感策略」，一般而言使用學習策略頻率並不高。本研究以小

組形式進行，因此可能是學生會常使用社交策略的原因。而本研究對象也常用補償策略

是因為他們以肢體語言或替換簡單的字來溝通，符合 Yu (2006) 研究 133 名國中生使用學

習策略，發現中等程度和高階程度學生最常使用後設認知策略，而低成就學習者最常使

用補償策略。而本課程為口語表演的劇場課程，也符合 Karbalaei 與 Negin Taji（2014）研

究 120 名學生英語口說測驗，發現學生會使用各種 Oxford 語言學習策略類目之一補償策

略來與人溝通。以上是透過這些文獻分析發現的共同處。

三、綜合分析與討論：

最後綜合分析，本課程的特質和進行的模式如 Blumenfeld et al, (1991) 明確地表示專

題式學習需要學生有相關知識、努力、毅力、調節自己行為；此外，學生能規劃、蒐集資

料、評估所找資料及使用方法；最後才能產出作品。所以，這些都是造成專題產出困難

的因素。最後由教師介入指導，引導學生步上正軌。到了接近學期末，學生為了上臺演

出，開始運用較多的語言學習策略，學習的狀況有持續的進步，好幾位學生扮演的角色臺

詞很多，也都能逐漸熟悉，朗朗上口。英語學習策略與英語成就具有顯著正相關；因此，

透過此課程，學生須反覆應用教材等資源，改善了英語學習策略，必有助於其英語能力

之提升。透過劇場演出，大多數學生唸臺詞更流利了；學生能展現自信心，在舞臺上勇

敢表達。學生在期末演出後一致表示辛苦是值得的，也會反思應該更盡心盡力，如果再

有機會要更努力，也會推薦此課程。學生評估自己這個課程的表現 12 人自評 1-10 分，平

均分數為 6.83 分。最後，研究者解讀 9 名學生評價，分述如下：

（一） 樂觀正面的有 A2，A4 和 B2。研究者也發現這些學生的特質也多半是開朗正

向，學習過程中，與人溝通順暢，配合度也較高，小組聚會討論或排演都積

極。

我覺得演出超乎我們的預期，我沒想到我們能得名，隊員他們都蠻配合的，都

很好。我覺得這學期的外語劇場，我蠻滿意的，就是對組員的那些表現都不錯。

我給自己 7 分因為有時臺詞沒有背熟，還要別人提醒，有些動作覺得沒有做到

位（ A2 訪三）。

我覺得出乎意料超出我預期的目標，我很滿意我們得了第三名。我覺得外語劇

場雖然很好玩，但是有點浪費時間。給自己 7 分，我覺得我有及格的但還是可

以再更好一點（ A4 訪三）。

我覺得已經很努力都把臺詞背起來，也沒有太大的忘詞，然後我覺得我們團隊

做的很棒 ，沒有甚麼失誤，很棒。一開始的時候，再找劇本的時候目標沒有那

麼明確，然後找一個很明確的目標的話，就可以很快去練習。大概是 7 分吧，因

為很多地方還要去加強，背熟劇本之類的（ B2 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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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本學習表現消極負面，訪談時也表示不會運用許多策略，但因為期末成果而

改變觀念的有 A1 和 B3。此課程的學習歷程改變他們的看法，經歷茫然及痛

苦，學生有所成長，才能轉變看法，覺得滿意。

有達到目標，而且得第三名。滿意，對於組員與自己的表現很滿意。可以繼續開

此課程給以後的學弟妹們，是門有趣的課程。給自己 5 分，仍然有對自己不滿意

的地方，例如忘詞和走位不順（ A1 訪三）。 

我覺得每個人的表情、動作、語言都非常到位。結果還算不錯。我覺得外語劇場

可以早點就開始練習，這樣到表演前的話太趕，會來不及背熟東西。7 分，因為

有時候我會忘詞，有時候會跟不上大家（ B3 訪三）。

（三） 學生有些建議可以改進課程有 A3，A8，A6 和 B7。但是研究者回應，學生需

要學習肢體語言，劇場概論，聲音訓練，個人獨白表演，還有要撰寫劇本，所

以才會將主軸放在後半學期。雖然提前開始撰寫劇本，但是過程是辛苦且耗時

的。大一就學習此門課，是為了讓學生加強口語，能透過演戲讓學生知道口說

的重要性，非傳統上課方式。

我覺得還是有些地方需要改進，還需要加強。但整體而言算還不錯。我覺得外語

劇場可以從第一週就開始練習，不用從第九週。給自己 8 分，我覺得我自己蠻積

極努力參與的（ A3 訪三）。

除了在演出的時候因為緊張所以有小忘詞，其他的部分都還滿意，在演出過後也

對整組的表現感到意外和滿意，畢竟劇本改了又改，到最後還能有不錯的成績覺

得很開心。一開始課程讓人覺得很混淆和浪費時間，然後剛升上大學就有這種課

覺得有點吃力，很多同學也都剛認識不久就要籌組團隊的活動學習，在互相不

了解的情況下，會覺得很麻煩。7 分吧，我認為我有點忘詞，有表現不好的地方

（ A6 訪三）。

覺得花費的時間太多了，畢竟還有其他科目要考試和準備，建議不要一年級剛進

來就有這門課，剛開始大家都不熟，有點浪費前面的時間 (A8 訪三 )。

有達到預設目標至少有參與演出。沒有很滿意但至少大家都努力去演出了。希望

可以自己選擇隊員。五分，對於自己的表現沒有很滿意，也會有忘詞和走錯位的

地方（ B7 訪三）。

伍、結論

英文戲劇具備一定的親和性和非功利性。戲劇表演的過程就是培養健全人格的過程在

參與戲劇表演的過程中，學生身為表演者對於戲劇角色中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有著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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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驗，充分體驗創造的快樂，同時還可以通過和戲劇演員進行交流，逐漸培養其合作與

創新精神。學生可以透過對舞臺、燈光和道具等問題進行協調，逐漸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提高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英文戲劇表演有效提高了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對於大學生的全

面發展有著積極意義。學生需要改編劇本，找出戲劇的主軸，依該主軸決定臺詞，使每個

人物的特質表現出來。英文戲劇表演搭配專題式英語學習法，以現實世界為基礎，並以學

生為中心，成為有效的學習方式。

本研究的成果顯示外語劇場課程帶給學生學習的正面效應；藉由小組教學，學生們

與教師有更多互動的機會；這種以學生有產出成果的學習型態還是優於大部分傳統講述式

的課程。透過有建設性的課程實施，賦予學生情境語言任務，強調把學習置到複雜的、有

意義的情境，培養學生自發探究和合作的精神。課程結束後，學生自述沒想到可以完成任

務，不但克服上臺演戲的恐懼感，也改善自己的口語流利度，留意到發音和語調，也更熟

悉了許多句型。同時也改善了大一新生剛入學時彼此的陌生感。此課程非一般大四學生的

英語話劇畢業公演，利用英語劇場演練作為學生進入大學學習英語的起點，此課程是相當

值得推動的，促成他們瞭解自己學習英語的實力及促動他們在未來大學生涯能夠明確的設

定自己的學習目標。此外，每一年的新生，或者是每一組的成員都有很大的差異性，教師

都會面臨極大的挑戰，將需要再磨練帶領專題的能力，訓練問題設計能力，及培養學生解

決問題的能力。另外，本研究仍有限制，訪談學生時，部分學生表示並無真正增加英語口

說的溝通及表達能力；這部分是值得更多的教學實踐，給予學生更多的英語口說訓練是我

們英語教師在教學現場努力的目標；研究者也希望未來能再延續研究探討此問題。希望本

研究的所有成果可以提供英文教師體驗更多元的英語教學方式，以劇場表演或是其他活動

設計能增進學生的英語學習能力及學習策略的運用，以改善英語教學成效。

對未來研究者提供建議是實施訪談時須瞭解學生的狀態，學生緊張不自在可能是氣

氛太嚴肅。訪談題目過多，也造成學生焦躁。本研究的限制是因為文化因素造成可能的偏

差，學生在接受訪談時，可能有所保留不會照實回答，也可能自省能力不足，未能更深入

表達。研究者再加追問，很多受訪者也只是稍微沉思，再重述原回應，並未再給新的或更

多的回答。另外就是訪談題數較多，時間長，學生到後面時間較無耐心回答，例如詢問學

習策略的使用時，學生無法舉例說明；研究者再進一步詢問複習劇本，如何加強某些單字

或句子，學生很少能回答，大多只是很籠統的回答不認識的字，隨便唸沒有查字典。無論

如何，人為的變數很大，這也是研究過程中不易掌控的過程。雖有缺陷，不過比起量化以

數字統計，質性訪談還是多了人性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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